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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伊纳西乌斯.佐南

确保今年电力与燃油价不调涨
【本报邝耀章报导】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伊纳
西乌斯.佐南(Ignasius Jonan)4月1日（上周五）在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办公大楼发布2018年工作业积时
称；政府确保2019年至年底不会调涨电力基价，虽
然政府每隔三个月必须检讨一次电力基价。

政府确保2019年至年底不会调涨燃油基价
他 说 ； 2 0 1 8 年 1 2 月 3 1 贴的电力基价。
日能与矿物资源部签署了
因此2019年第一季的电
不调涨(premium )与柴油 力基价如下：
(solar)价格决定书，普通
1. 1-4级用电量在30
气油包括Premium gasoline MVA(兆伏安培)以上的高
RON 88gasolin CN48。
电压大工业， Rp.997.-/
他接著说，之前能源与 kWh (千瓦时)。
2. B3级用电量在200KVA
矿物资源部曾经决定国营
电力公司(PT PLN)2019年 以 上 的 中 等 电 压 大 企
1月至3月不会调涨政府津 业，Rp.1,115.-/kWh(千

政府确保2019年至
年底不会调涨电力
基价，虽然政府每
隔三个月必须检讨
一次电力基价。
瓦时) 以及P2级用电量在
200 KVA(千伏安培)以上的
政府办事处，Rp.1,115.-/
kWh(千瓦时)。
3. R1 级用电量在1300
VA的小家庭， R1级用电
量在2200 VA的中等家
庭，R1级用电量在35005500 VA的中等家庭，R1
级用电量在6600 VA以上的
大家庭。B2级用电量66 00
VA 至200 KVA的中型企
业， P-1级用电量在6600
至 200 KVA的政府事处，
以及路灯Rp.1,467.-/
kWh(千瓦时)。
4 . 特 别 固 定 用 户
Rp.1,645.-/kWh(千瓦时)。
5.R1级用电量在900 VA以
下的小家庭，Rp.1,352.-/
kWh（千瓦时）。

香港和澳门

佐科威总统与伊莉雅纳夫人

出席日惹副省长公子婚礼

佐科威总统与伊莉雅纳夫人1月5日(上周六)在日惹Banhsal Sewotomo Puro Pakualaman
出席日惹副省长DIY K.G.P.A.A. Paku Alam X B.P.H. Kusumo Bimantoro Maya
Lakshita的公子Dhaup Ageng Puro Pakualaman 的婚礼。

工业部评价：

密切关注非洲猪瘟疫情 今年投资者仍有信心在我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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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网】中国农
业农村部星期三证实非洲
猪瘟疫情进入广东省，这
是非洲猪瘟首次进入珠江
流域。邻近的香港和澳门
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并且
提醒人们不要购买来源不
明的猪肉，买来的猪肉必
须完全煮熟才可食用。
农业农村部周三的通
报指出，广东省珠海市香
洲区发现非洲猪瘟后，必
要措施已经处理完毕。广
东与香港仅有一水之隔，
澳门距离香港也只有60公
里。虽然香港并没有发生
非洲猪瘟案例，但有关单
位密切监视疫情发展，并
已进行口岸检疫，加强养
猪场与屠宰场消毒工作等
防范措施。
香港食用活猪90%来
自大陆。根据大陆海关总
署资料，大陆有154家注
册养殖场供应香港和澳门
猪肉，其中广东省就有76
家。活猪运抵香港后进行
中央屠宰。现在有4家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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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再供应猪只到香港。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指
出，发生疫情的珠海市香
洲区并没有提供香港活猪
的养猪场，香港本星期内
没有从珠海进口活猪。广
东农业农村厅表示，除了
香洲区之外，全省其他地
区没有疫情问题，港澳生
猪及生猪产品供应稳定。
非洲猪瘟病毒目前既
没有疫苗预防，也无药
可治，是猪瘟中最致命
的 植 株，生猪一旦感染非
洲猪瘟，致死率可达百分
之百，但是香港医疗界提
醒说，非洲猪瘟不会传染
人类，但是猪感染猪瘟病
毒后因抵抗力非常虚弱，
会导致细菌有机会大量繁
殖，人类如果吃到感染部
位也将致病，如感染肠
胃炎，甚至会因细菌进
入血液而致命。卫生单
位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猪
肉，猪肉必须完全煮熟
才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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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医药化学工业和纺
织业总署长德威瓦约诺
（Achmad Sigit Dwiwahjono）表示，工业部评价，
投资者保持有自信在2019
年政治年进行投资。
他在雅加达对记者说
道：“在今年政治年，长
期投资还进行下去。我们
希望，该投资可以提高国
内工业的增长。”
他说道，在化学，纺织
和制药业部门，化学工业
的投资额被预计最大，因
为该工业是密集型工业，
并需要尖端科技。
此外，化学工业被评扮
演作为上游业部门的策略
角色，因为其他工业需要
其产品作为原料。
“已有一些投资者，如
来自韩国投资者有兴趣把
业务扩张到化学上游业。
现今他们还在进行讨论的
过程中，”他这么说。
最近在万丹省芝勒贡已
兴建了石化工业，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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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医药化学工业和纺织
业总署长德威瓦约诺
石脑油裂解装置（naphtha
cracker）。上述投资是印
尼Lotte Chemical公司为每
年生产200万吨石脑油裂解
装置而提供35亿美元资金
的承诺。
此外，Chandra Asri
Petrochemical公司提供
54亿美元的资金，来每
年生产250万吨石脑油裂
解装置。
“我们下决心推动加速
兴建该石化工业区，以致
能把石化产品的进口至少
减少50%，”他称。
我们亦希望，该工程更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重视使用国内组件，并雇
佣国内工人。
为了能供应称职的工
人，工业部将于2019年协
助在芝勒贡地区兴建石化
工业理工学院。
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
计划，希望能满足石化工
业经营者或其他工人的需
求。“政府亦正力求协助
提供“免税期（tax holiday）”的税务优惠，”
他阐述。
另一方面，他表示乐
观，今年我国制药工业会
突破7%至10%的增长。
除了其投资额提高之
外，国民健康保险（JKN）
计划也推动了制药业取得
积极业绩。“该计划还有
能力吸引投资者进行投
资，因为提高需求量。”
他称，已有韩国投资者表
示有兴趣在我国兴建纺织
业，而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亦准备投资10兆盾，进入
包括密集型工业部门的纺
织业。(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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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或成为东盟汽车生产基地
我国确实拥有东盟最大的汽车市场，遗憾的
是，在生产和出口方面却远远比不上泰国。泰
国的汽车产量每年可达到200万辆，其中一半
以上出口。该“白象王国”一年的出口量已经
达到110万辆，但我国的出口量仍然很小，国内
新车销量约为110万辆，汽车产量在130万辆左
右，但每年出口的只有25万辆左右。
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汽车
冠军大发（Daihatsu），而不是几十年来成为
群岛最畅销汽车品牌冠军的丰田（Toyota）。
大发在车型方面的生产也超过丰田汽车，而丰
田还将一些品牌的生产委托给其制造商。
丰田只向世界汽车市场投放8.3万辆。另
一个贡献者是铃木（Suzuki），出口2万2805
辆，与作为新出口商的三菱（Mitsubishi）竞
争。三菱在去年4月首次通过Xpander出口汽
车，创造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出口数字，达2万
2338辆。其他还有日野（Hino）2596辆和现
代（Hyundai）2466辆。
从东盟汽车工业实力的不平等图来看，我国
政府显然仍有许多功课要做。有国内巨大汽车
市场，以及颇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工资的支持，
我国理应成为东盟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才是。
政府不可放任泰国击败作为在世界经济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东盟最大汽车生产基地的我
们。2017年东盟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
到2.9兆美元，预计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四大
经济体。
大量的生产性青年工人可以加速东盟国民生
产总值（GDP）的增长，东盟目前的总人口约为
6.39亿，超过欧盟和北美的人口。该地区的劳
动力人数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为了充分利用我国和东盟的巨大潜力，佐科
威总统政府必须勇敢坚决地启动和实施我国将
作为该地区最大汽车生产基地的计划。如果仅
仅把汽车工业作为政府制定印度尼西亚4.0计
划的五个优先部门之一，其实施和问责制还不
够明确。
政府在“我国成为东盟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中至少要有四个目标。首先，增加汽车行业的
就业机会，并继续促进现在已超过50%的国内
零部件的使用。
第二，增加汽车出口以获取我们越来越需要
的外汇。第三，必须以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行
业，以便增加其税务方面的贡献。第四，发挥
汽车工业在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采
矿业的作用，这些工业都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关键。
因此，佐科威总统政府必须在降低税率和
其他税务负担方面进行创新，尤其是对多用途
低成本的小货车。政府可以仿效泰国的低税率
政策，使汽车工业具有竞争力。泰国的税率很
低，其汽车价格的低廉连农民也可以承受。白
象王国的农场主一般都用小货车把稻米、水果
和甘蔗等从种植园运到工厂或市场。
除了减税，还必须大量生产，使小货车等农
村常用汽车的价格降至1亿盾以下，农民或可
以利用乡村和村行政区基金购买这些生产性汽
车。如果村庄总数有8万2000个，每个村庄拥
有3个多功能小货车的话，那么将有24.6万辆
的需求。
也就是说，农民可以用它来运送肥料、农作
物、动物饲料和牲畜。价格1亿盾的汽车，即
使速度只有每小时60公里也不打紧，只要可以
安全到达种植园、市场和矿区。
因此，廉价汽车数量增加不会导致城市的拥
堵现象更加严重，相反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和出口创汇。对于城市地区，正确的政策是发
展从定居点到贸易中心和办公处的安全、舒适
和完善的综合性大众运输工具。

普委会称全国竞选团队和全国胜选机构

同意在竞选辩论之前提出问题

印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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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B称南楠榜海啸应急期延长2周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国家抗灾机构
（BNPB）确定，南楠榜海啸应急期延长
至2周，因为搜救人员工作持续进行，尤
其南楠榜是受到海啸严重的灾区。
“我们迄今对几个受
到海啸严重的灾区仍进
行搜救工作，因此，决
定对此海啸应急期延长
到2周。”国家抗灾机构
发言人苏托波（Sutopo
PurwoNugroho）于5日如
此阐述。
苏托波表示，我们根
据在场进行的搜救工作
中，南楠榜海啸死亡人
数120人，有8.304人受
伤，6.999人居住紧急
的帐篷，有543住家损坏
严重及167住家遭不太严
重。
苏托波解释，我们根
据协同磋商对受海啸严
重的南楠榜，决定将兴

建有长期性的住家。
“我们准备以2公顷
土地为南楠榜灾民，不
过我们对此长期的住家
拥有自己的工作任务，
其中公共工程部已对准
备的土地进行地面清理
（land clearing），南楠
榜公共工程准备工地总
平面图（land clearing）
和预算，南楠榜县长准
备以施工预算为用于住
家的建筑。”苏托波这
样表示。
苏托波认为，有关万
丹海啸应急期已结束，
而现在这个灾区是紧急
交接期到恢复原状延长
到3月6日。在紧急交接

理事会（PD）民进党管
理人员费迪南德（Ferdinand Hutahaean）批
评了辩论形式，特别是
关于普委会将在辩论
前十天向候选人提出问
题。
费迪南德评估说，
总统选举辩论是衡量参
赛者的洞察力，理解力
和能力的一个事情，因
为这是国家未来的领导
者。（adr）

在南楠榜海啸受严重的灾区，国家抗灾机构确定应急期
延长至2周
期中，我们将兴建以暂
时性的住家为受到海啸
的灾区，并由当地地方
政府（Pemda），国家抗
灾机构及国军合作兴建
暂时性的住家。
“兴建长期住家之
前，我们需要两个月内
兴建暂时住家，不过
Pandeglang地方政府对

此计划准备预算，并由
国军协助兴建暂时住
家。”苏托波说。
据报道，这场海啸灾
难造成的死亡人数437
人，有9.061人受伤，10
人失踪及有16.198居住
在紧急的帐篷。日前有
很多海啸灾民回到自己
的家。（yus）

肃贪会主席将参与辩论会评论员

Bambang Widjojanto评论员资格被取消
【雅加达Liputan 6新闻网】
普委会已确定辩论会评论
员将参与首场总统和副
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共有
6名评论员安排首场辩论
会。首场辩论会以司法,
人权, 贪污, 恐怖主义为
主题，有两组总统和副总
统候选人参与将于本月17
日的辩论会。
以下是普委会赞同对辩
论会评论员，其中有印尼
大学国际法专家希克马汉
托·朱瓦纳（Hikmahanto
Juwana）、前任最高法院
院长巴吉尔·马南（Prof.
Dr. BAGIR Manan)、印尼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Ahmad Taufan Damanik、2名

国家法律专家Bivitri Susanti和Margarito Kamis及
肃贪会主席阿古斯（Agus
Rahardjo）。
此外，根据序列第一
号和第二号的竞选团队的
要求对辩论会评论员，印
尼贪污观察Adnan Topan
Husodo和肃贪会前任副主
席Bambang Widjojanto被
取消为辩论会评论员。
肃贪会主席阿古斯表
示，虽然我愿意为总统和
副总统辩论会评论员，但
是我缺席这场辩论会，因
为一名辩论会评论人员不
一定应该参加。
“在辩论会中，一名
辩论会评论人员可以不出

肃贪会主席阿古斯
席，当天我可以到场作为
嘉宾。”阿古斯于5日在
雅京中区如此阐述。
阿古斯还表示，普委会
于本月3日要求我成为辩
论会评论人员，经过我与
肃贪会对此事的讨论后，
才同意成为总统和副总统

选举辩论会评论人员。我
愿意协助普委会安排辩论
会的问题，但是我被问到
是否会出席辩论会时，我
强调不愿意，尤其是牵涉
政治。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
（Arief Budiman）表示，在
一个星期辩论会进行之前，
普委会将给总统和副总统候
选人首场辩论会的问题，依
计划，我们将于10日可以把
问题给总统和副总统候选
人。虽然如此，总统和副
总统候选人早知辩论会的
问题。不过我希望，给辩
论会的问题有助于总统和
副总统候选人能详细解释
的机会。（yus）

BMKG呼吁民众

不要接近巽达海峡火山爆发的500米内进行活动
【雅加达1月05日讯】
据气象气候地理和地质学
（BMKG）称，由于克拉
卡陶子火山（Anak Krakatau）爆发的喷发信息，并
考虑到巽达海峡海底斜坡
的潜在地震条件，并提醒
民众谨慎海啸的重来。
“海啸预警区仍然在
海岸线500米半径范围内
应用，海拔低于海平面5
米。气象气候地理和地质
学呼吁民众不要接近巽
达海峡克拉卡陶子火山
爆发的500米范围内进行

图为巽达海峡克拉卡陶子火山爆发。
活动。”气象气候地理
和地质学副主任Muhamad
Sadly 周六（1月5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斗争民主党准备

此外，地质学呼吁民众
还要求民众通过网站移动
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继续
监测海啸灾害意识有关的

信息，监测克拉卡陶子火
山活动的进展，以免被信
息问题引起误导。
“气象气候地理和地质
学在国军（TNI）和海事
事务协调部的支持下，仍
在继续监测，并将继续传
播有关其发展的信息。”
Muhamad Sadly如是说。
众所周知，克拉卡陶子
火山活动引发了巽达海峡的
海啸，导致班突给冷（Pandeglang ）和南楠榜数百人死
亡。此外，目前有数千名居
民住在难民收容所。（adr）

印尼国家警察

接纳服刑期满后的钟万学 首次派遣参加联合国刚果维和部队
【Liputan6.新闻网雅
加达1月06日讯】原雅京
特区省长钟万学（BTP）
将于1月24日从警察防暴
机动特种部队总部（Mako
Brimob）获得出狱。斗争
民主党（PDIP）准备接纳
服刑期满后的钟万学。
“我认为斗争民主党有
多 样性 的 文化 包 容， 绝 对
不 成问 题 。” 斗 争民 主 党
政治家帕拉斯迪哟（Prasetyo Edi Marsudi）周日
（1月6日）在雅京中区马
腰兰如是说道。
据帕拉斯迪哟说，他无

法 猜测 钟 万学 获 得自 由后
的 愿望 。 因此 ， 斗争 民主
党 将等 待 钟万 学 无论 是重
返 政坛 还 是选 择 其他 途径
的态度。
斗争民主党中央理事会
总 主席 查 罗特 赛 夫希 达亚
特（Djarot Saiful Hidayat）说，前些日子他遇见
钟 万学 ， 钟万 学 讲述 了有
些 党派 想 邀请 他 加入 其政
党 。但 钟 万学 拒 绝了 这些
邀 请他 的 政党 。 钟万 学还
声 称如 果 他真 的 想重 返政
坛 ，他 唯 一所 选 择的 是斗
争民主党。（adr）

普委会（插图）
【CNN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讯】佐科威-马鲁
夫阿敏（Jokowi-Maruf
Amin）全国竞选团队
（TKN）和帕拉波沃苏
比安多 – 善蒂雅戈乌
诺（Prabowo
Subianto
- Sandiaga Uno）全国
胜选机构（BPN）以及
普委会（KPU）表示一
致同意将于1月17日举
行的竞选辩论形式。
此前，民主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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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我国第五任总统美佳娃蒂苏加诺普特里（左）原雅京特区省
长钟万学（中）和副省长查罗特赛夫希达亚特（资料图）。

图为印尼国家警察首次派遣参加联合国刚果维和部队
【雅加达1月06日讯】
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首
次 派遣 警 员参 加 至刚 果 民
主 共和 国 的联 合 国维 和 行
动 ，因 为 该国 受 到长 期 冲
突的打击。
“这是国家警察首次
派遣警员参加联合国旗
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
行 维和 特 遣部 队 。” 国 际
警 察特 派 团团 长 克里 希 纳
（KrishnaMurti）准将周日
（1月6日）发表的声明如
是说。
克里希纳说，这是印
度尼西亚国家警察由Saiful
Maltha少将领导下的
国际关系成就。该特派
团所派出的人员包括自
2018年5月以来接受过联
合 国选 拔 援助 和 评估 小 组
（UNSAAT）测试的四名

警员。
“直接从联合国总部引
进 的审 查 员宣 布 ，已 经 有
81人通过，其中一些人具
备 法语 技 能， 因 为目 前 联
合 国的 任 务主 要 是具 有 法
国背景的国家。” 克里希
纳如是说。
这四名警员即来自东爪
哇地方警察局的Anita Tri
Kurnia
Dewi警察少尉、
领 导一 支 由西 加 地方 警 察
局的Eva Purwanti和Nova
Chairul Jannah警察士长官
组 成的 小 组， 以 及来 自 警
察刑侦局的Edy Suparji警
察士长官。
“将这四名警员分配到
刚 果民 主 共和 国 为联 合 国
维 和特 遣 部队 执 行一 年 任
务。” 克里希纳补充说。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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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供应短缺

政府增加进口3万吨玉米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为克服玉米供
应短缺的问题，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
纳苏迪安（Darmin Nasution）确保，将
于2019年2月中旬额外进口3万吨玉米。
周日（1月6日)，在中爪哇肯达尔县，Singorojo村举行榴莲
节比赛，审判员正在评审当地的榴莲水果。这个由当地农
民参加的水果节日旨在推介当地榴莲的潜力。

Waskita Karya公司肯定

三项主要高速路工程今年竣工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Waskita Karya公司定下指标，在
2019年可以完成三项高速公路的
主要项目工程，即是跨苏岛高速
公路（Trans Sumatera)、雅加达芝甘北（Cikampek）高架桥高速
公路（Tol Japek II Elevated）
工 程，以及岩望（Pasuruan）
至庞越(Probolinggo)路段。
Waskita Karya公司总经理
布特拉（I Gusti Ngurah Putra）
在雅加达解释有关公司业绩时
表示：“成为国家目标的是从
Terbanggi Besar至巨港路段，
确实地说是直到Kayu
Agung
的全长185公里路程。政府要
求，社会大众可以在今年的开
斋节使用该路段。”
他解释说，跨苏岛高速公
路工程是Hutama Karya公司兴
建从Terbanggi Besar至Pematang
Panggang至Kayu Agung高速公
路路段的一部分。
虽然已定下在今年6月开
斋节前完工，但若不可能按
指标完成的话，他确认已准

备预期的步骤。
“若其建设项目不能
100%完成，我们将如在爪哇
岛一样实行功能性通车，”
他这么说。
他续说，最重要的其他
项目工程是雅加达-芝甘北
（Cikampek）高架桥高速公路
（Tol Japek II Elevated）工程。
我们定下指标，该工程可以在
今年的开斋节前完工。
他认为，该工程取决于必
须制造全长60米至70米的箱
梁材料。
“我们不知道供应商是
否能满足该需求，但该工程
肯定将在今年完工。政府要
求，该工程能够在今年的斋
戒月前竣工，”他称。
被评很重要的第三项工程是
全长31.30公里的岩望至庞越高
速公路路段肯定在今年完工。
“我们将能更快完成上述
岩望至庞越路段的建设，可
能在今年2月份已能完成，”
他进一步称。(vn)

玉米粒价格上升

他解释说，额外增加
玉米进口的目的是为了
压制玉米价格飙升，并
在今年4月份进入玉米
收割之前进口玉米。
进口玉米能使用于增
加养鸡饲料的储备量，
因为小型养鸡业曾经抱
怨，玉米价格非常昂贵，
而且分配量有限。“我们
已增加进口3万吨玉米，
能在今年2月中旬进入我
国，”他如斯说。
我们希望饲料用的
玉米供应充足，将使其
他粮食品，如鸡蛋的价
格也能保持稳定。“目
的不仅是为协助小型养
鸡业，而是调低玉米价
格。若玉米价格居高不
下，甚至上涨的话，鸡
蛋价格肯定上升，”他
阐述。
此前，政府已发出10
万吨玉米进口许可证，
来增加国内供应量。但
截至2018年12月底，进

口的玉米只有7万吨，
剩余的3万吨玉米在
2019年1月第三周才进
入我国。增加玉米进口
量后，截至2019年2月
中旬的玉米总进口量一
共达到13万吨。
经济统筹部长是在
2018年11月2日领导有关
局部会议时决定进口10万
吨玉米的。出席该会议是
农业部长阿姆兰·苏莱曼
（Amran Sulaiman)、贸易部
长英卡尔迪亚斯多·鲁基
托（Enggartiasto Lukita)
，以及国粮署署长布迪
（Budi Waseso)。该局部
会议决定，呼吁农业部
长马上发出技术建议书
以进口10万吨玉米，而
在另一方面，指定国家粮
食署成为进口该玉米的机
构。该进口玉米将用于满
足饲料的需求。
此 前 ， 农 业 部 秘
书长苏古尔（Syukur
Iwantoro）声称，即使

是政府决定进口玉米，
理由并不是因为国内
玉米产量很少，而是因
为物流和商业法规的问
题。因为在国内市场拥
有的玉米供应量很多。
在2018年我国玉米产量
预计过剩1298万吨干玉
米粒，而截至2018年10
月份，该商品的出口量
已达到37万3000吨。
国家粮食署提出的条
件是输入我国的玉米，
必须来是自阿根廷或者
巴西。
玉米供应稀少
与此同时，佐科威总
统在东爪省Tulungagung
县Ngemplak市场视察必
需品价格情况时声称，
由于在市场拥有的玉米
供应稀少，导致鸡肉价
格上涨。
“总的来说，必需品
价格趋于稳定，上涨的
仅是鸡肉价格，从此前
每公斤3万1000盾，上升
成为每公斤3万2000盾。
虽然价格只是提高1000
盾，但我认为，这个问
题必须受我们的关注。
我们肯定，价格上涨是
因为向养鸡农分配的玉

米数量很少，导致鸡肉
价格上涨，”他称。
佐科威总统强调称，
最小的价格涨幅也必须
受得我们的关注，因为
政府希望能控制粮食价
格，以便可以压降通货
膨胀率。“我们对2017
年的通胀率3.61%，而
在2018年降至3.13%，
而表示欣慰。但必须记
住 的 是通胀率很低或者
下降，那意味着价格亦
跟着下降。若通胀率下
降，意思是价格亦跟着下
降，没 有 其 他 ， 这 是 公
式。”他补充说。
佐科威总统表示，虽
然鸡肉价格上涨，但大
米价格已保持稳定。那
是因为粮食署通过市场
调控来稳定米价。通常
在12月至1月份的米价
飙升，但现在的米价显
示稳定。总统直接进行
调查时，中等米价的供
应亦充足，其价格每公
斤8500盾。“在市场大
米充足，供应稀少的是
中等大米，但据我所看
的存量，大米的储备量
该没有问题，”他进一
步称。(vn)

重回海边捕鱼活动
因为于2018年9月28日被海啸巨浪冲走后，
居民已三个月不工作，昨日住在海岸边的一
些居民回来开展他们的商业活动。图为1月6
日，在中苏拉威西的帕鲁（Palu）县的居民
在Mamboro海滩晒捕获的鱼。

公共工程与住房部称跨爪哇高速公路

将支撑提高我国全球竞争力
今年年初，玉米粒的价格每公斤4000盾，而去年的最高价
格仅为每公斤3500。图示1月5日，廖省，Rokan Hilir，峇眼
亚比（Bagansiapiapi）的一位农民正在剥玉米粒。

世界原油价格下降

北塔米纳调低非补贴燃油价
【安达拉社泗水讯】
随 着世界 原油的平均价格
下 降，以 及盾币对美元的
汇 率呈强 势，北塔米纳（
国 油）公 司将以多样化系
数 ，来调 整非补贴燃油的
价格。
本报援引北塔米纳
总经理妮克（Nicke
Widyawati）在泗水发行
的 新闻稿 表示，政府调整
价 格的步 骤，已符合于合
法的机制和条例。
她续说，我们已经与有
关 方面进 行协调，向社会
大 众提供 最佳服务，尤其
是 使用北 塔米纳产品的忠
诚客户。
与此同时，北塔米纳公
司零售营销经理玛斯乌特·
卡密特（Mas’ud Khamid）
补充说，下调非补贴燃油价
格将从2019年1月5日00.00
时（当地时）开始生效。
其价格受调整的燃油种

类是Pertalite燃油价格，
每公升降低150盾、高级
汽油（Pertamax）价格每
公升降低200盾、Pertamax
Turbo燃油价格每公升
降低250盾、Dexlite燃
油价格每公升降低200
盾、Dex燃油价格每公升
降低100盾。由于在每个
地区征收的机动 车燃 油 税
（PBBKB）不同，在全国
一些地区使用的 新价 格 也
不同。有关燃油价格的
详细信息，请参看www.
pertamina.com.网站。
他续说，北塔米纳将根
据全球市场原油 价格 和 盾
币汇率的动态， 而继 续 定
期评估燃油价格。
北塔米纳希望，调整
燃油价格，能提 高已 成 为
北塔米纳产品用 户的 忠 诚
度，公司实施的 步骤 同 时
呼吁社会民众使 用高 质 量
的燃油产品。(vn)

【安塔拉雅加达讯】
公 共 工 程 与 住 房 部
（PUPR）部长巴苏基·
哈迪穆尔佐诺（Basuki
Hadimuljono）表示，跨爪
哇 高速 公 路通 车 后将 有助
于 提高 我 国在 全 球的 竞争
力 ，因 为 它促 进 了全 岛的
物流顺畅运作。
巴苏基部长近日在雅
加 达发 布 一份 书 面声 明中
说，“跨爪哇高速公路将促
进供应商的物流顺畅，例如
在西图利 祖 公 司 的 ， 没 有
必要为可以靠近一些主要工
厂而在加拉横建立工厂。”
巴苏基披露，不久前测
试 跨爪 哇 高速 公 路时 ，他
收 到了 一 名生 活 在东 爪哇
地 区的 一 位同 伴 ，也 是后
勤 企业 家 的报 告 称， 在跨
爪 哇高 速 公路 连 通到 中爪
哇 之前 ， 物流 运 输每 天只
能 进行 一 次。 但 跨爪 哇高
速 公路 通 车之 后 ，每 天可
以进行三次货物运输。
他说：“跨爪哇高速公
路 使所 有 我国 人 民收 益不
少 ，特 别 是在 爪 哇岛 的，
因 为他 们 将可 削 减物 流运
输 费用 ， 并节 省 运输 货物
的时间。”
他阐明，在运货时间可
以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可
以拟定更成熟的商业计划，

可以在每个地区的工业中心
周围增加工作岗位。
此外，他说，建设高速
公 路的 休息区 也 适用 于开
发 市场 营销本 地 产品 ，以
致 销售 的产品 不 全都 是外
国货。
比如在Sragen-Ngawi收
费公路538公里处的休息
区 ，这 里有大 量 的当 地美
食，即Soto Kwali、Lontong
Opor、Soto Madura、Baso
Malang和当地咖啡等。
除了推动当地经济，
物 流运 输时间 更 短， 运营
成 本更 低之外 ， 它可 以保
持 工业 不全都 集 中在 加拉
横（Karawang）和芝加朗
（Cikarang）等工业区。
而可以在Pemalang、三宝
垄、Kendal、Klaten和西图
利祖等地区发展。
因此，PUPR部长表示，
建 设跨 爪哇高 速 公路 的好
处 不仅 是城际 交 通之 间的
连 通， 而且可 以 与工 业区
融 为一 体，以 支 持提 高印
尼 产品 在全球 市 场的 竞争
力，这就不足为奇了。
此前，BUMN部长莉妮
（Rini Soemarno）透露，
由 佐科 威总统 主 持通 车的
跨 爪哇 高速公 路 可以 推动
中 小企 业家发 展 以及 介绍
当地的优质产品。

INDEF经济学家庇玛预料 外国投资在政治年将转移至国外
【点滴网雅加达讯】
由于政治年，预料外国
投资者将打消在我国投
资。结果外资将更多的
流出国外。
经济金融发展研究
所(INDEF)经济学家庇
玛(Bhima
Yudhistira
Adhinegara)上周末对金融
点滴网称，“要进军我国
的投资者极有可能将转移

至其利益与我国几乎相同
的其它发展中国家。”
他说，甚至外国投资者
在我国投资的担忧从2018
年第三季度就已看出来。
“以致外国投资者趋于
自行克制，这已从投资统
筹机构(BKPM)2018年第
三季度的数据反映出来，
该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
下降了20%。”

如果政府更迭的话,外
国投资者担忧法规或法律
的不确定性。
他说，“因为人们担心
政权会发生更迭，对投资
者来说，有几项法规可能
不确定。主要是在我国直
接投资和长期的投资，因
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敏
感性更大。”
庇玛接着说，所幸的

是，虽然在政治年，来自
国内投资者的投资还是挺
好的。例如在2018年第
三季度的国内投资上升
30%。
他解释道，“这显示国
内投资者有望促进投资落
实。因为他们对政治年更
具免疫力，且他们可以看
到与其进入的外国投资更
长远的期限。”(xin)

她阐明，正在建造的休
息区（rest area）希望跨
爪 哇高 速 公路 所 经过 的地
区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家。
她说：“我最优先考虑
的 是， 就 如佐 科 威总 统所
指 示的 来 制定 一 个计 划，
即在这条高速公路通行
时 ，微 型 小企 业 应该 有更
多商机。”
总统佐科威主持通车的跨
爪哇高速公路有七条路段，

包括巴当（Batang）-三宝
垄路段全长75公里，三宝垄
至梭罗，在Salatiga-Kartasura
路段全长31公里，牙威-吉
礁山-谏义里，在WilanganKertosono路段全长37.9
公 里 ， G e m po l - 岩 望 ， 在
Pasuruan-Grati路段全长14公
里、百马冷-巴当全长39.2
公 里 ， 以 及 泗 水 - G e m po l
和宗班（Jombang）-惹班
(Mojokerto）路段。(frd)

简讯

投资者对我国经济信心增强

推动今年盾币汇率持续走强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1月4日下
午，雅加达银行间交易的盾币汇率从
之前的每美元兑换1万4410盾上涨了
140点，达到14270盾币的水平。
央行（Bank Indonesia）称，此次盾币
走强是由于投资者对
我国经济以及运行最
优的国内外汇市场机
制的信心。
央 行 总 裁 贝 利
（PerryWarjiyo）在上
周五表示，从财政部
最近进行的国家有价
证券（SBN）拍卖中
可以看出投资者的信

任度。他称：“众所
周知，政府本周的拍
卖目标是15兆盾。然
而，实际上被超额认
购三倍，甚至可以获
得50兆盾以上。”
他说，这表明国内
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
仍充满信心。此外，
对我国金融资产的
投资也非常强劲和良
好。

自2012年以来最小

贝利续称，除国
家有价证券的拍卖
外，投资者的信心
十足也表现在我国
金融市场外汇认购
的增加。由于国家
有价证券一些买家
是外国投资者，它
将自动增加国内的
外汇认购。
他说：“此外，
市场机制也显示出
它的发展不仅在现
货、掉期和国内不可
交割远期（DNDF）
市场。DNDF走势稳
定，甚至趋于加强。
因此，DNDF低于离
岸NDF。这进一步表

明，DNDF市场越来越
有成效。”
从外部来看，贝
利看到美国和中国
之间紧张局势的缓
和也造成影响。但
是，也应该看到中
国经济增长放缓。
央行预测，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率可能
在6.5％左右，低于
2018年的6.6％。
贝利指出：“但
最终盾币的升值更多
是由于国内因素，而
不是外来因素。总的
来说，盾币升值更多
是由于两个原因：投
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增

强和市场机制不断完
善。”
宝石（Permata）
银行经济学家Josua
Pardede表示，今年的
头4天里，美元受压，
而盾币与日元都升
值。这是因为中国近
日公布，制造业收缩
至50以下。另外，欧
盟的制造业指数也放
缓，今年全球增长风
险比去年稍降。“
Josua说，今年初外
资大量流入我国债券
和股票市场，财政方
面，2018年预算赤字
低于2%，都有利于盾
币的升值。（xf）

印尼庶民银行任命Sunarso为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预算赤字1.76%或259.9兆盾
【 点 滴 网 雅 加
达 讯 】 财 政 部 长
丝 莉 . 慕 利 亚 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称，2018
年的预算赤字是自
2012年以来最小
的。2018年预算
赤字落实占325.9
兆盾或2.19%指
标的259.9兆盾或
1.76%。
日前，丝莉.慕利
亚妮雅加达中区，财
政部的2018年国家
收支预算(APBN)的
新闻发布会上称，“
从赤字方面来看，该
1.76%是从2012年直

到现在为最小的，因
此我们的赤字数字是
最小的。”
2018年预算赤
字1.76%或259.9
兆盾来自国家收入
为1942.3兆盾，和
国家支出2202.2兆
盾。
若从财政部的数
据来看，2012年预
算赤字落实为1.86%
，2013年为2.33%
，2014年2.59%
，2016年2.49% ，
和2017年为2.51%。
她说，“关键是
我们的赤字越来越
小。”(xin)

完成。但是，由于必须
准备许多许可证和行政
流程，该两家银行的合
并延后到2019年。
“对于合并过程，
我们需要漫长的过程，
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必须获得金融服
务管理局资本市场的批
准，然后才能获得金融
服务管理局银行业监督
部的合并许可证”。
Hendra称，目前，该
银行正在进行几项合并
准备议程。合并和安排
的支持者也开始努力完
成该计划。
以后，公共评估服
务办公室（KJPP）也将
对该银行的资产和股份
进行估值。该银行计划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
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最重

钯金升穿1,300美元大关
金价在稳固就业数据发布后下滑
因强劲的美国就业数据缓解了对
经济疲弱的部分担忧；而钯金则首
次突破1,300美元的关键水准，金价
上周五下跌，从盘中稍早触及的逾
六个月高位回落。
1855 GMT，现货金下跌0.8%，
报每盎司1,283.86美元，稍早跌至
1,276.40美元。
不过，金价有望连续第三周上
涨，本周迄今升约0.2%，主要得益
于近期的强劲涨势。今日稍早触及6
月中以来最高位1,298.42美元。
美国期金收低0.7%，报每盎司
1,285.80美元，盘中稍早一度突破
1,300美元的心理关口。
钯金价格上涨近2%，报每盎司
1,288.49美元，稍早触及纪录高位
1,310美元。
铂金亦跳涨2.8%，报820.30美
元，盘中触及每盎司823. 50美元，
为11月29日以来最高。
白银回落0.4%，报每盎司15.68
美元，稍早触及15. 87美元，为7月
中以来最高水准。

成品油库存增加限制涨幅
油价受美中贸易谈判消息提振攀升
因美中两国计划举行贸易谈判，
部分缓解了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但在美国公布成品油库存猛增后，涨
幅受限，油价上周五上涨近2%。
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1.11美元，
或1.98%，收报每桶57.06美元。
美国原油期货攀升0.87美元，或
1.85%，收报每桶47.96美元。
尽管最近公布的数据加剧了人
们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但去年
大幅下跌的这两个指标原油合约在
2019年第一周强劲上涨。
上周布兰特原油攀升9.3%，美国
原油上涨5.8%。

在印尼庶民银行 (股代号BBRI）股东大会上作出决定，任命Sunarso为董事副总
经理，并辞退作为监事的Jeffry Wurangian和董事经理Kuswiyoto。图示：印尼庶
民银行董事总经理Suprajarto (右二) 于周四在雅加达举行印尼庶民银行 股东
大会时合影。Isb / max manuhutu

4家小型银行将于今年合并
【Kontan网雅加达
讯】2019年将是银行
业的整合年。今年，至
少有四家小型银行将合
并，并获得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的批准。
印尼Dinar银行（PT
Bank Dinar Indonesia
Tbk，股代号DNAR）和
印尼Oke银行（PT Bank
Oke Indonesia）计划合
并。印尼Dinar银行董
事总经理Hendra Lie表
示，如果整个流程顺利
进行，预测将于2019年
上半年结束前，即2019
年5月份完成。
此前，来自韩国的
外国投资者，即APRO
Financial有限公司已于
2018年10月25日完成
Dinar银行的收购过程。
实际上，这两家银
行的合并计划拟定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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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议程是要求股东批
准该公司行动。
此外，根据Hendra
的计算，Dinar银行和
Oke银行合并之后，该
合并银行的核心资本总
额将达1兆6000亿盾。
该新银行将立即属于第
二级业务范畴商业银行
（BUKU II）组的范畴。
目前Dinar银行的股
权构成主要是在APRO
Financial有限公司持有
的77.38％，而其余股
份由公众拥有。
与此同时，Oke银行
股份的99％是由APRO
Financial有限公司所持
有，1％是由I
Wayan
Gatha持有，作为公司
的创始人。
除了Dinar银行和Oke
银行外，Agris银行（
股代号AGRS)和Mi-

traniaga银行(股代号
NAGA）也将于2019年
合并。投资者即韩国
兴业银行（ Industrial
Bank of Korea/IBK）在
其正式声明中坦承已获
得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绿
灯，有关收购该两家银
行的计划。
与此同时，IBK董事
局深信，该收购过程将
扩大两家公司的业务网
络。预测Agris银行和
Mitraniaga银行之间的
联合银行将于今年上半
年成立。
Agris银行和Mitraniaga银行之间的联
合银行也将直接列入
BUKU II银行类别，核
心资本将达1兆盾至5兆
盾。
目前Agris银行的股
东是Dian Intan Perkasa

公司，所有权为82.59
％，其余为公众所持
有。
而Mitraniaga银行
的大股东是Yeo Willy
Yonathan，其所有
权为72.07％。Sarana
Steel Corporation公司
为9.89％股份。其余的
由Kamtono
Kosasih拥
有共5.1％。
此前，金融服务管
理局银行业监督执行主
任Heru Kristiyana也同
意，该四家银行将于近
期内合并。
金融服务管理局，
作为监管机构，已批准
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
公司行动，现在该两家
银行已在完成许可证和
评估的流程。“它仍是
过程并运行，没有任何
问题”。（asp）

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誓言要对经济保持耐心
美元下跌
回吐美国公布强劲就业报告后录
得的所有涨幅，此前美国联邦储备
理事会(FED/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表示，美联储将对市场消化的下行
风险保持敏感，美元兑欧元周五回
落。
欧元兑美元升0.09%，报1.1401
美元。今日稍早，欧元兑美元一度
跌至1.1347美元的低位，因美国
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元走强。数据显
示，12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幅为10个
月来最大，并带动薪资上涨。
美元兑日圆升0.7%。
澳元兑美元上涨1.6%，周四当资
金涌向避险资产时曾遭受重创。
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反弹。南非兰特
和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均上涨超过2%。
加元兑美元在本周稍早触及近20
个月低点后，连续第三天上涨。
英镑上周五跳涨，此前因担心全
球经济放缓而遭受重挫，但英国脱
欧的不确定性限制涨幅。

绿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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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英国国会及全世界宣布：“我精
神振奋、满怀信心地承担起我的任任务。
我确信，大家联合起来，我们的事业就不
会遭到挫败。在此时此刻的危急关头，我
觉得我有权要求各方面的支持。
565

为了维持资金成本风险

2019年银行业将努力筹集廉价资金
【Kontan网雅加达
讯】虽然预测2019年基
准利率上升的趋势不会
像2018年那么多，但为
了维持资金成本风险，
银行业仍将努力地筹集
廉价资金和经常账户
和储蓄账户（CASA）
。联昌国际商业银行
（PT Bank CIMB Niaga
Tbk，股代号BNGA）
消费者业务经理Lani
Darmawan上周五（4/1
）说：“资金成本增加
的风险仍有，但我们致
力于减少并专注于低成
本资金。现在我们的低
成本比率约为55％”
。2018年11月份，该银
行的经常账户和储蓄账
户比率仍占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总额170兆8800
亿盾的56.36％，或达
96兆3100亿盾。
Lani表示，该银行拟
定指标，今年CASA比

率可提高至57％。即
将通过进一步推动数字
交易来实施。“总的来
说，我们将加强最近三
年以来实施的策略。然
后，这也是数字能力作
为推动因素。
2 0 1 8 年 我 们 的
数字交易增长约40
％”。国家储蓄银行
（PT
Bank
Tabungan Negara（Persero）
Tbk，股代号BBTN）
策略风险和纪律经理
Mahelan Prabantarikso
表示，该银行将继续
提高CASA比率至50％
。Mahelan接着说，该
银行实施的策略之一是
通过数字交易功能增加
账户量。“目前，我们
的CASA比率仍低于50
％，我们的一些改进策
略是通过数字银行功能
增加账户数量和数额”
。2018年11月份该银行

的CASA比率占第三方
存款者资金总额189兆
2200亿盾的46.11％或
达85兆3700亿盾。“此
外，该银行将针对目前
拥有更大资金基础的新
兴富裕部门”。
其他一家国企银
行，即印尼国家银
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Persero）
Tbk，股代号BBNI）也
将把数字银行服务成为
先行者筹集企业和消费
者部门的低成本资金。
印尼国家银行财库
和国际银行服务经理
Rico Rizal Budidarmo
说：“对于CASA，该
银行将专注于机构和
消费者客户的数字交
易。CASA的重点从基
于生态系统的交易开
始，特别是从企业客户
使用发展系统到公司”
。他预计，2018年该

银行的CASA比率将处
于62.5％至64.5％之
间。2018年，该银行的
CASA比率占第三方存
款者资金总额522兆盾
的63.8％达333兆盾。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
代号BBCA）企业秘书
Jan Hendra不愿意披露
2019年CASA比率的指
标。“我们仍然必须观
察美联储（The Fed）
的利率政策，即流动
性在利率变动。截至
2018年11月份，我们的
CASA比率将在76％至
78％的范围内，达475
兆盾”。
根据2018年11月份
印尼中央银行（央行/
BI）发布的货币供应
数据，银行业的CASA
比率占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总额5405兆4000
亿盾的的56.02％或达

3028兆5000亿盾。若
与10月份相比，CASA
比率略有上升，10月
份CASA比率占第三方
存款者资金总额5387
兆9000亿盾的55.60
％。该CASA的上升是
由于定期存款有所下
降。2018年10月份，
定期存款达2392兆
盾，比2018年11月份
的2376兆9000亿盾下
降0.63％。2018年11
月份，定期存款的增
长，比2018年10月份
有所放缓。
2018年11月份同比
增长4.0％，而2018年
10月同比增长4.5％。
央行在分析中表示，
定期存款增长的减速主
要来自雅京和北苏门
答腊的企业客户。截
至2018年11月份，低
成本资金比率平均为
50.43％。（asp）

范.玷斯著

全球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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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1月4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5克金片： 2.990.000 盾卖出 2.6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5.910.000 盾卖出 5.30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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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鲨鱼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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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玻璃工业去年一度下跌

预期今年产量提高5%达124万吨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去年一度下跌
后，预测今年，平板玻璃工业产量将复
苏，比去年的118万吨提高5%，成为124
万吨。去年平板玻璃工业产量大约比2017
年的124万吨降低5%，成为118万年吨。

图示��������������������������������
1�������������������������������
月������������������������������
5�����������������������������
日，在西爪哇的安南由（������������������
Indramayu���������
）的�������
Karang�
song鱼类拍卖市场，渔民把大量鲨鱼装卸到卡车上。根
据渔民说，从西风向东风过渡的季节，捕获的鲨鱼量
很大，鲨鱼的售价每公斤5万盾。

今年初狮航从Kertajati机场

开辟两条新航线
【投资者日报万隆讯】
今年，狮航从西爪省马
者连加（Majalengka）
县区的Kertajati国际机
场开辟两条新航线，即
Kertajati(KJT)-Halim
Perdanakusuma(HLP)航线
和Kertajati-日惹(JOG)航
线。狮航将从1月11日开
始运营该两条新航线。
西爪国际机场公司总监
Muhamad Singgih称，“
今 年初 ，增加了往返机场
的 新航 线。该航线将是热
闹的航线。”
此外，该廉价狮航也
服 务其 他热线的航班，即
Kertajati-巴里巴板(BPN)
。鹰航此前也服务该航
线 。狮 航开辟的新航线是
国 内航 线开辟者，此前狮
航已从去年10月开始服务
Kertajati-Madinah国际航
线为小朝圣(Umroh)。
他说，从Kertajati机场
开 辟新 航线表明西爪民众
的 航空 需求非常大，尤其
井里汶（Cirebon）-南安
由（Indramayu）-马者连
加（Majalengka）和Kun�

ingan (Ciayumajakuning)
等地区。估计Ciayuma�
jakuning沿线区域，加上
苏横（Subang）、Sume�
dang、直葛（Tegal）和
Brebes共计有1700万人。
“看好很大的乘客市
场，我们作为机场服 务 供
应商必须能持续社会 化 既
有的航线。”他这么说。
据他称，狮航进入
Kertajati机场，将增加民
众的航线选项列 表， 并 一
个接一个进入的 航空 公 司
将促进连通性，把Kert a �
jati机场打造成为西爪的
枢纽为飞往全国各地。
“这将增加民众的选
择，决定往返Kertajati机
场。目前，我们机场和
航空公司如何满足乘坐
率。”他如斯说。
此前，Citilink航空公司
已服务Kertajati-泗水和Ker�
tajati-棉兰往返航线。也有
鹰航服务Kertajati至楠榜巨港-巴里巴板-Tarakan和
往返航线。TransNusa国内
航空也开辟三宝 垄和 楠 榜
航线。(lcm)

供应合板原料

安全平板玻璃工业协
会（AKLP）总主席尤斯
迪努斯.古纳宛（Yustinus
Gunawan）对记者阐明，
预期今年产量提高是由于
增加年产能力 9万吨所支
撑，除此之外，希望工业
用燃气价格降低，今年能
够实现，因为已经延迟
了好几年。尤斯迪努斯声
称，普遍来说，平板玻璃
工业业者对2019年非常有
信心，只要普选（�����
Pemi�
lu）顺利进行，则投资和
需求能够提高。“今年增

长率大约是5%。去年竞
争力低，导致公司犹豫不
决，使 1座烧炉修复工作
不能尽早完成，因此出口
下滑。”
他说，安全平板玻璃
工业协会旗下2家工业
成员，即Asahimas Flat
Glass公司和Tossa Shakti
公司，正设法完成新烧
炉建造。他补充说，平
板玻璃产量提高非常
依赖产品强劲的竞争
力。该事宜非常重要，
因在中国和马来西亚进

口产品冲击下，才坚持
生存。只有调低燃气价
格，减少生产成本，才
能加强竞争力。“自
2015年，燃气价格不曾
降低，其实自2014年，
国际和区域燃气价格已
剧降。”
尤斯迪努斯一直追问
成为工业用燃气的参考
价格，有关拟定燃气价
格的2016年第40号总统
条例，到目前为止还不
曾实现，造成进口提高
和出口受阻。他认为，
佐科威总统已了解和
知道制造工业面对的问
题，因此，发布2016年
第40号总统条例。
根据中央统计机构
（BPS）数据，2018年8
月，玻璃和玻璃产品进口
达到3142万美元，或者

是环比7月的3734万美元
降低15.85%。但累计起
来，2018年1月至8月期
间，玻璃和玻璃产品进
口达到2亿7852万美元，
同比2亿6008万美元提高
7.09%。
尤 斯 迪 努 斯 预
测，2018年第4季，随着
2018年9月13日颁发的
2018年第110号财政部长
条例贯彻，进口再次降
低。他声称，政府须改变
思考方式，从把燃气作为
国家收入，改变成为提高
生产活动和增加制造业
的附加价值。在持续进
行工业化中，而对外贸
易仍呈现逆差，政府须
提高维护制造工业的态
度。“为此，政府应勇敢
于贯彻2016年第40号总统
条例。”（sl）

纺织工业出口指标
工业部预期，2019年纺织
和纺织成品（TPT）出口将
达到150亿美元，比2018年
的指标增长11％。图为西
爪哇省万隆县，Majalaya工
业区的纺织厂的员工，正
在编制纱笼布的情景。

国粮署持续进行市场调控 民众勿担心粮食存量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国粮署（Bulog）将持
续对中等大米进行市场调
控（OP），为此今年，民
众不须担心存量和市场大
米价格波动。
目前，国粮署仓库里
的大米储存量达到210万
吨，以致，国粮署能大规
模进行市场调控活动。去
年，国粮署已通过市场调
控分配54万4000吨大米，
那是10年来最大规模的稳
定价格措施。
国粮署总经理布迪.瓦
瑟梭（Budi Waseso）觉悟
到，只有获得各方面支持，

从上游直至下游方面深思
熟虑计算和共同实施，才能
创出大米和其它主要粮食价
格和供应稳定局面。“进入
2019年，国粮署肯定，能持
续维持储备安全和进行市场
调控，以致，民众不须担心
市场上价格波动，并保证能
符合政府定下的政府大米收
购价（HPP）收购农民生产
的大米。”
正 如 安 达 拉 社
（Antara）公布，国粮署
实施2019年中等大米价
格稳定和供应充足纲领
（KPSH），俾使市场主
要商品价格能稳定。该活

动于1月3日在全国同时实
施。从2019年1月进行至
3月，因预计今年4月，在
数个稻谷生产中心，已进
入丰收季节。
国粮署实施的措施，是
根 据 佐 科 威 总 统 （ P��r �e ��
si�
den
Jokowi）指示，今
年进行比去年更大规模的
市场调控。实行稳定价
格，因市场上的中等大米
价格上涨，在最高零售价
（HET）之上50盾。
去年底，佐科威总统传
召数位部长和官员，讨论
大米价格调适措施。经济
协调部长达尔敏.纳苏迪

安（Darmin Nasution）解
释说，“总统下令，市场
调控活动规模能更大，市
场调控目的，是优先在中
央地区和地方上实施，去
年12月，国粮署已分配6
万4000吨大米。”
佐科威总统指示，有关
大米储备的部门和单位，
俾能调整价格。“意思是
说，总统要求，调低已上
涨的大米价格，市场调控
须提高，在丰收之前更大
规模进行。”政府持续保
持大米价格稳定，因2019
年1月至3月期间，还没有
进入收成季节。（sl）

自行车市场将持续增长

中爪哇省Temanggung县Gemawang镇Kalibanger村的工人
们在原木堆积处，安排Sengon或Albasia木材。已经切
短的Sengon木材，将根据木材的质量和尺寸，以每立
方米30万至95万盾的价格出售给胶合板厂。

【Kontan雅加达讯】今
年，国内自行车市场仍能
增长。虽然美元兑盾币汇
率仍有潜力阻止该业务的
增长率，但是自行车生产
商已准备策略。今年，他
们更选择许多创新，为国
内的自行车需求量能比去
年增长更好。
印尼自行车企业家协会
(Apsindo)秘书长Eko Wi�
bowo称，去年美元走强，
导致国内外生产的自行车

保护政策将推动生产业绩

国内瓷砖业准备增加产能
【Kontan雅加达讯】
政府对瓷砖进口产品贯
彻了保护政策（safe�
g u a r d ），可使国内瓷砖
工业振奋。
今年，国内瓷砖工业
业绩将有潜力提升，因
此，瓷砖生产商们将积
极扩展业务，尤其是有
关增加产能。
根据印尼陶瓷综合工
业协会（ASAKI）记载，
有数家瓷砖工业计划增
加生产能力，为此，今
年全国瓷砖产量有可能
比去年更多。
印尼陶瓷综合工业协
会总主席艾迪.苏延多
（Edy Suyanto）对记者
表示，对瓷砖产品采取
保护政策，将为全国瓷
砖工业带来新希望。“

国内瓷砖工业信心十足
表示欢迎，并作出数项
扩展计划。”
艾迪声称，今年，
数家将增产的瓷砖工
业，其中如Mulia集
团、Arwana Citramulia
公司和座落于北苏门答
腊的Jui Shin Indonesia
公司。
根据ASAKI记载，上
述瓷砖工业总共将增加
生产能力4000万平方
米，去年，全国瓷砖产
能为5.80亿平方米，增
加产能后，今年有潜力
成为6.20亿平方米。
艾迪说，甚至，预计
今年，全国产能利用率
成为70%至75%，2018
年平均全国产能利用率
在65%左右。

ASAKI称，有关对瓷
砖产品进口采取保护政
策，已影响2018年第4季
的瓷砖进口量降低。“
因在保护政策还未生效
之前，进口商们已囤积
数量相当大的存货。”
ASAKI还未详述有关
囤积进口瓷砖产品的数
量。但可以肯定的是，
瓷砖进口数量受遏止
后，我国瓷砖工业希望
生产费能降低，其中是
调低燃气价格。
为此，至2016年至
今，ASAKI仍在敦促兑
现调低工业用燃气价格
诺言。“国内瓷砖工业
需要具有竞争力的燃气
价格，因保护政策只有3
年有效期，即2018年至
2021年。”（sl）

价格提高。以致，自行车
需求量趋于下降。“因
为，在本地生产，一些组
件在我国还不能生产。所
以，价格飙升。”他这么
说。
但是，可惜，他未能
详情去年需求量下降的数
字。我国自行车销量每年
曾突破700万辆。
目前，预计每年国内自
行车需求量仅大约500万
至700万辆。“但是，今

年，我们希望需求量能提
高。其实，自行车市场需
要创新以独特而实用的设
计，来创造新市场。”他
如斯说。
市场造成生产商仍扩
展。据他称，生产Pasi�
fic自行车的Roda
Pasifik
Mandiri公司，将于2020年
开始，在总面积22公顷兴
建自行车工厂。
此外，生产Polygon自
行车Insera Sera公司，已

从2017年拨出大数字预算
为扩展位于东爪Sidoar�
jo的工厂。目前，产量
每年已超过65万辆自行
车。Insera Sera公司总经
理William
Gozali称，“
希望该扩展能提高产量符
合我们收到的订单”他这
么说。
目前，Polygon共有大
约150款自行车，每部价
格平均为100万盾至1亿
盾。(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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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主席：稽查执法已成为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乱象的利剑
【中新社5日讯】根据中国证监会5日披露的信
息，2019年新年伊始，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到证监会稽查
局、稽查总队进行工作调研。刘士余表示，稽查执法已
经成为打击证券期货违法乱象的利剑，是资本市场发展
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守护人。
刘士余履职证监会
主席以来，已是连续
三年新年伊始就赴稽
查系统进行调研，这
被外界视为刘士余重
视证券稽查执法工作
的表现。
刘士余指出，2018

年，证监会稽查系统
依法查处证券期货
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案
件，在践行依法全面
从严监管理念、净化
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方
面迈出了新的重要步
伐，为维护资本市场

的“三公”原则，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做
出了新贡献。
以行政处罚工作
为例，官方数据显
示，2018年，证监会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310件，
同比增长38.39%；罚没

刘士余
款金额为106.41亿元人 ；市场禁入50人，同比
民币，同比增长42.28% 增长13.64%。

西藏官方要求2019年确保 “电力天路”投运七年

农牧民年收入增长13%以上 累计向西藏供电超过55亿千瓦时

吴英杰
【中新社5日讯】西
藏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
会议4日至5日在拉萨
举行，官方表示将千方
百计促进西藏农牧民增
收，让农牧民年收入增
长13%以上。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吴英杰在会上说，2018
年，西藏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10%和13%以上。
经济运行没有大起大
落，2018年西藏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10%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2.9%，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14%，主要
经济指标基本实现预期
目标。
公开的信息显示，西
藏近5年来GDP增速位居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前列。
“推动经济增长最终
是要改善民生，让群众
得到实惠。”会上，吴
英杰多次提出，加强经
济发展是为民生服务。
2018年12月进行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
为，中国经济运行主要
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
性的。
吴英杰称，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方面，西藏将
降低实体经济和制度性
交易成本，实施减税降
费、降低电价、减少物
流成本等措施。同时，
西藏将推进服务型政府
建设，出台鼓励支持农
牧科技人员到基层工作的
政策措施，提高西藏农畜
产品科技含量。

福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新一轮开放发展
【中新社5日讯】福
州市市长尤猛军5日在
福州市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表示，2019年福
州将打造开放的福州，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新一轮发
展。
福州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当天在福州开
幕，尤猛军作政府工作
报告。
在部署2019年工作
时，尤猛军表示，鼓励
企业到“一带一路”沿
线设立海外仓，大力
发展跨境电商、离岸贸
易等新型业态，力争获
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争取国家惠台政
策在自贸区率先落地实
施，建立双向投资综合
服务体系；力争开通中

欧（福州）班列。
从福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可见，福州将构建
全面开放新格局，做好
中日“一带一路”合作
国际示范区筹备工作，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
福州史迹”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深化“海丝”
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引
进大型龙头车企，做大
青口汽车城和银河国际
汽车园，打造东南区域
进口汽车集散中心；推
动海峡基金业综合服务
平台落地，探索区块链
金融服务创新。
在自贸试验区方
面，尤猛军强调，福州
要建设自贸试验区改革
开放新高地，注重“首
创性”探索，先行先试
50项改革创新措施。

长江干线去年货物通过量近27亿吨

多项指标刷新纪录
【中新社6日讯】中
国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局长唐冠军6日在
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
长江干线2018年货物通
过量达26.9亿吨，同比
增长7.6%；集装箱吞吐
量完成1750万TEU，同比
增长6.1%；三峡枢纽通
过量1.44亿吨，同比增
长3.9%，三项指标均创
下历史新高。
唐冠军说，2018年
该局大力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干线航道建设跑出“加
速度”。长江南京以下
12.5米深水航道实现
贯通并投入试运行，5
万吨级海轮直达南京

港，10万吨级海轮可减
载抵达；武汉至安庆段
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
等一批重大项目全面开
工建设，全年落实建设
项目投资28.4亿元人民
币。
同时，将长江中游
宜昌至荆州、荆州至岳
阳、岳阳至武汉、安庆
吉阳矶至皖河口河段枯
水期最小维护水深，分
别由3.2米、3.3米、3.7
米、4.5米提升至3.5
米、3.8米、4.0米、6.0
米，城陵矶至武汉河段
枯水期最小维护水深由
4.0米试运行提高至4.2
米，使得“黄金水道”
通航能力进一步提升。

“电力天路”年检现场
【 中 新 社 6 日 讯 】 中 为西藏经济社会健康稳
国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 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
公 司 6 日 对 外 透 露 ， “ 源支撑。
电力天路”自2011年底
被誉为“电力天
竣工投运以来已累计向 路 ” 的 青 藏 交 直 流 电
西藏输送电能55亿千瓦 力联网工程东起青海西
时，同时帮助西藏藏中 宁，西至西藏拉萨，全
电网实现电力外送23亿 长2530千米，工程平均
千瓦时，这条稳定运行 海拔4500米，途经三江
7 周 年 的 “ 电 力 天 路 ” 源、可可西里以及羌塘

等自然保护区，是中国
西部大开发23项重点工
程之一，也是目前海拔
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
“‘电力天路’疏
通了西藏能源瓶颈，结
合西藏电网夏丰冬枯的
季节负荷特性，实现西
藏水电外送常态化，在
夏季丰水期将西藏地区
富余的水电输送出来，
使西藏的水电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青
海电力检修公司柴达
木换流站站长李晓明
介绍，“自12月15日
±400千伏柴拉直流双
极60万千瓦全压测试校
验工作顺利结束后，柴
拉直流线路输送负荷保
持在日55万千瓦，今冬
已累计向西藏输送电量
3.7亿千瓦时。”

福州首条地铁两年客运量超1亿人次

人民币：2,120.00

简讯
2018年北京新增减税降费约400亿元
记者6日从北京市财政局获
悉，2018年，北京新增减税降费约
400亿元，财政助力经济提质增效的
力度不断加大。
北京市财政局6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在首都经济平稳运行的
支撑下，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完成5785.9亿元，增长6.5%，完
成预期目标。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调控
引导作用，北京市综合运用税收、政
府采购、基金、PPP、担保、贴息等
政策工具，大力支持促进民间投资和
民营经济发展，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减轻企业负担。
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新增减
税降费约400亿元，其中地方级减税
187.8亿元；累计109个PPP项目纳入
财政部综合信息平台管理，总投资额
2553.5亿元，落地率达88.7%；市级
政府投资基金累计吸引社会资本2013
亿元。（新华社）

新疆油田连续4年实现油气“双超”
17年原油生产保持千万吨
记者6日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
司获悉，2018年新疆油田生产原油
1147万吨，超计划10万吨；生产天然
气29.1亿立方米，超计划2.1亿立方
米，连续四年实现“双超”，连续17
年原油生产保持千万吨。有效助力中
国石油国内原油1亿吨有效稳产。
据介绍，2018年，新疆油田全力打
好油气高效勘探、新区效益建产、老
区长效稳产、改革管理创新、安全绿
色发展攻坚战，生产经营任务全面超
额完成，成效好于预期。（中新社）

中国最北国际机场
去年对俄客运量同比增14.3%
黑龙江机场集团5日发布消息，随
着中俄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互
动日益紧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对
俄门户机场地位日渐稳固。2018年，
该机场对俄客运量达16.3万人次，同
比增长14.3%。
目前，黑龙江省已开通对俄航线11
条，与莫斯科、叶卡捷琳堡、新西伯
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9个俄罗
斯城市实现通航。（中新社）

2号线将试运营

新疆南部750千伏延伸补强工程全线贯通
总投资36亿元

【中新社6日讯】福
州地铁集团6日披露，
福州地铁1号线开通两
年来发送旅客超过1亿
人次，各项运营指标均
达到业内单线运营较高
水平。
2017年1月6日，福州
地铁1号线(一期)全线
试运营。资料显示，福
州地铁1号线(一期)是福
州地铁线网南北向主干
线，全长24.89公里，共
设21座车站，平均站距
1.2公里。这是福建省开
通的首条地铁。
开通两年来，福州
地铁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逐步显现。放弃私家车
乘坐地铁绿色出行，
正成为越来越多福州市
民的新选择。福州市民
李建说，两年前，每到
上下班时分，自己就在
茫茫“车”海中苦苦挣
扎，10公里的车程往往

5日讯，新疆喀什-莎车750千伏
线 路 工 程 I标 段 G 1 0 1 7 - G 1 0 4 1 塔 位 放
线工作5日全部完成，这标志着南疆
750千伏延伸补强工程全线贯通。该
工程为连接新疆南部与中东部地区
的“电力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
障。
南疆750千伏延伸补强工程是新疆
750千伏主网架的组成部分，线路长度
726千米，工程总投资36亿元（人民
币，下同）。该工程由巴楚-莎车、
莎车-和田、喀什-莎车750千伏输变
电工程及配套工程组成。（中新社）

福州地铁
需要1个多小时；但如
今，她选择乘坐地铁出
行，从单位到回到家中
只需30分钟。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
院专家说，地铁以电力
驱动，沿线基本不会造
成大气污染及水环境
污染问题，较少尾气排
放，属于节能低污染的
绿色交通工具，可减少
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
物，对改善福州市环境
空气质量是有利的。

福州市长尤猛军在
正于此间举行的福州市
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强调，福州要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坚持新城建
设、老城提升、乡村振
兴同步推进，提升品质
内涵，改善城市面貌；
增强城市承载能力，
加快地铁4号线、5号
线、6号线、滨海快线
和1号线二期建设，地
铁2号线5月1日投入试
运营。

机构称中国降准更便于银行业“增加贷款投放”
【中新社5日讯】就
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中外金融机
构专家分析说，此举使
中国的银行业更便于“
增加贷款投放”，将有
助于缓冲春节前市场的
流动性紧张，随着宏观
政策效果显现，中国今
年经济增速或“前降后
稳”。
1月4日，中国人民
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
点，其中1月15日和25
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
点，净释放长期资金约
8000亿元人民币。
据瑞银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汪涛分析，相比
MLF（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
和逆回购，降准释放
的流动性是永久性的，

云南昆明至蒙自开通动车
5日9时15分，时速160公里的
CR200J型复兴号动车组从云南昆明始
发，一路向南奔跑，2小时43分后抵
达蒙自。这是160公里时速复兴号的
首秀，也是昆明至蒙自首次开行动车
组列车。
开行初期，昆明至蒙自动车每天开
行3对，高峰期再增开2对，运行时间
最短2小时43分、最长3小时09分，较
普速客车运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
蒙自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
府，也是清末民初云南省对外贸易的
最大口岸，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家
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
外资企业等诸多“第一”先后在这里
产生。（中新社）

全球300余家食品企业亮相中国北疆
共建“舌尖上的‘一带一路’”

银行工作人员清点货币
这也意味着银行更便于 经济增长的关键。
配置长期资产，例如“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
增加贷款投放、购买企 学家程实表示，本次降
业或政府债券”等。此 准适时，将进一步稳定
外 ， 与 MLF相 比 ， 降 准 市场预期和风险偏好。
对银行的成本也更低。 降准分两步落地，主要
汪 涛 认 为 ， 中 国 仍 用于针对性地缓冲春节
会加码宽松政策，包括 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
进一步减税降费、增加 此举有助于提前遏制流
财政支出，而增加财政 动性风险，避免其在高
支出以及支持基建投资 杠杆水平下向信用违约
的相关政策是提振短期 风险传导。

5日讯，2019哈尔滨寒地博览会暨
哈尔滨进口食品博览会5日在黑龙江
省会城市哈尔滨启幕，来自全球32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国际食品企业
亮相，共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食品贸易态势，并表示将加深彼此间
合作，进一步推动全球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届展会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
办，以“分享世界的味道，领略冰城
的风光”为主题，展会面积达12000
平方米。
来自加拿大、泰国、保加利亚、
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伊朗、印度尼
西亚等12个国际展团登陆展会，同时
展会还吸引了法国波尔多酒庄联盟、
韩国中小企业促进会等商协会亮相。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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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会见王毅
【中新社5日讯】布基纳法索总统
卡博雷在瓦加杜古总统府会见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卡博雷请王毅转达
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
问候和崇高敬意。卡
博雷表示，你在新年
伊始到访，体现了中
国政府对布基纳法索
的重视以及布中之间
的友谊和团结。我愿
意重申，布方承认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致力于在一个中国原
则基础上发展和加强
同中国的双边关系。
布中之间的崭新合作

刚刚起步。布方感谢
中方为布发展经济
和改善民生给予的帮
助，对中国医疗队、
农业和培训专家组的
高效、高质量工作表
示赞赏，布人民对布
中关系的未来充满希
望。地区安全问题是
布方的重大关切，感
谢中方支持布等萨赫
勒国家维护地区和平
安全的努力，希望在
这方面继续得到中方

蔡英文称别再讲“九二共识”

韩国瑜回应：应该坐下来好好谈

韩国瑜6日受访谈及“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环球网综合报
道】台当局领导人蔡
英文5日称希望各政
党不要再讲“九二共
识”。高雄市长韩国
瑜6日回应，感叹台
湾的处境非常困难，
现在“九二共识”
和“一国两制”“这
个不能讲，那个不能
讲”。但他认为这些
问题“真的可以好好
坐下来谈”。
据台湾“中时电
子报”1月6日报道，
韩国瑜上午到高雄市
政府公务人力发展中
心主持“高雄市政府
首长团队共识营”。
期间有媒体问到，蔡
英文接受国际媒体访
问时声称不要再讲“
九二共识”，而这与
韩国瑜在选举期间承

认“九二共识”意见
相左。
对此，韩国瑜表
示，今天原本不想触碰
政治相关话题，高雄要
拼经济。但在媒体追
问下，他说，台湾处
境困难，并感叹称现
在“九二共识这个不
能讲，一国两制那个
不能讲”。他认为，
其 实 这问题应该坐下
来，大家好好谈一下。
韩国瑜表示，高
雄市的处境非常辛
苦，台湾的处境也很
困难，政府没有钱，
很想把焦点重新聚焦
在高雄的经济发展。
他说自己选上后就很
期待这件事，所以很
着急，如何把高雄现
在、未来打出一个缺
口，从中突破。

中国五部门联合追逃追赃成效显著

追回外逃人员441人

追回外逃人员441人
【 中 新 社 6 日 讯 】 期取得显著成效。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统计，《公告》期间
站 6 日 发 布 消 息 称 ， （8月23日至12月31
自 2 0 1 8 年 8 月 五 部 门 日），全国共计从46
联合发布《关于敦促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追
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回 外 逃 人 员 4 4 1 人 （
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 含 1 1 7 名 国 家 工 作 人
告》（以下简称《公 员），其中主动投案
告》）至年底，全国 1 6 5 名 ， 包 括 “ 百 名
共 计 从 4 6 个 国 家 和 红通人员”蒋雷、王
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清伟等。其中外逃时
441人（含117名国家 间最长的23年，年龄
工作人员）。
最大的79岁。
根据中央反腐败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
协 调 小 组 会 议 决 策 责人表示，《公告》发
部 署 ， 2 0 1 8 年 8 月 2 3 布是国家监委成立后，
日 ， 国 家 监 委 、 最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高法、最高检、外交 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
部、公安部联合发布 治理效能的一项重要举
《公告》。
措。中央追逃办将继续
在中央追逃办统筹 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协调下，各省区市追 式，一刻不停歇地推进
逃办制定周密方案， 追逃追赃工作。我们正
充 分 发 挥 《 公 告 》 告所有外逃职务犯罪嫌
对外逃人员的法律震 疑人，早日放弃幻想、
慑和政策感召作用， 认清形势，尽快投案自
加大缉捕追逃力度， 首、积极退赃，争取宽
推动追逃追赃工作近 大处理。

支持。布中在维护联
合国作用等很多国际
问题上立场一致，布
方愿同中方加强沟
通，共同维护非洲等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毅向卡博雷转达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
候。王毅表示，总统
先生审时度势，排除
干扰，作出同中国恢
复外交关系的重大决
策，得到布基纳法索
人民一致支持，也在
非洲大陆受到广泛欢
迎。历史将证明，中
布复交的抉择完全正
确，完全符合布国家

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在瓦加杜古总统府会见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 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
利 益 。 双 方 应 在 涉 及 上相互坚定支持。

贵州高速公路最长的特大桥主跨成功合龙
【中新网6日讯】记
者6日从中冶(贵州)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贵州紫云至望谟高
速公路(简称“紫望高
速”)火花特大桥主跨
于5日上午成功合龙，
标志着贵州最长、高墩
最多的高速公路特大桥
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
中冶集团紫望高
速公路项目部经理张
红岩介绍，大桥全长
4.075公里，是全国山
区高速公路中最长的
特大桥之一。
火花特大桥有五大
特点，长、高、大、
难、险。特大桥桥面最
高处为115米，相当于
30层楼之高。主桥的一
座承台相当于一栋200
多平方米的别墅。大桥
有64个墩建在70度陡坡

火花特大桥
的半山腰中，桥梁左右 改进了高墩附墙爬模技
幅地势最大高差有80米 术 、 创 新 应 用 了 B I M 等
之多，施工难度和安全 关键技术，既克服了垂
风险巨大。
直运输困难、起吊设备
记 者 了 解 到 ， 中 冶 互相干扰、高空作业风
集团在建设过程中，探 险大等施工难题，又节
索应用了复杂地质条件 省人力财力，为同类桥
下 深 桩 基 钻 进 技 术 、 梁施工积累了经验。

民进党主席补选投票率仅1成多，卓荣泰当选
右昌代理。
公告当选人名单。随后
据 悉 ， 民 进 党 将 于 9 进行党主席交接，任期
日召开中执会，确认并 至2020年5月19日。

广铁春运节前售票已近900万张
【中新社6日讯】
记者6日从中国铁路广
州局团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铁”)相识
到，2019年春运售票
进入岑岭期，广东去往
京、云、贵、川、渝、
湘等热门偏向火车票需
求旺盛，但部门列车另
有少量余票。凭据火车
票30天预售期，1月6
日，游客可预订2月4日
（即大年三十）的火车
票了。
据广铁客运部相关
认真人先容，讲柏林娱
乐，本年春运火车票
开售以来，从2018年
12月23日开始一连到
2019年1月6日，节前
售票近900万张，个中
互联网售票占比为90%

冈比亚总统巴罗会见王毅
6日讯，冈比亚总统巴罗在班珠
尔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冈比亚副总统达博在座。
巴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
热烈问候。巴罗表示，你此访是中
国外长首次到访冈比亚，以行动体
现了中方致力于发展冈中关系的诚
意和决心。我9个月内两次访华，也
展示了我和冈政府对发展同中国关
系的高度重视和信心。中国是冈最
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冈方对加强两
国合作抱有强烈政治意愿，希望双
方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冈中关系越
来越好。（中新社）

香港注册本地公司总数
去年增至140万间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6日发布
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
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本地公司
总数达140万950间，较2017年增加
了约17000间。
公司统计处表示，在2018年新成
立的本地公司总数为15万1739间，
而在香港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
公司条例》注册的非香港公司则有
1193间，与2017年的1028间相比，
上升16.05%。截至2018年底，注册
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1061间，较前
年增加6.01%。（中新社）

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联合反恐作
战演练5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伯
比国家反恐训练中心成功举行，“
勇士—6”中巴联合训练活动圆满落
下帷幕。作为“勇士—6”中巴联训
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中巴陆军联
合反恐作战演练旨在探索重要目标
防卫的模式和方法，为中巴两军特
种部队提升反恐作战能力积累宝贵
经验。（中新社）

四川珙县地震致4452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逾4469万元
记者5日从四川珙县地震抗震救灾
指挥部获悉，截至当日18时，四川
珙县地震共造成该县4452人受灾，
一般损坏房屋1072户2453间，直接
经济损失4469.79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1月3日8时48分在四川
宜宾市珙县（北纬28.20度，东经
104.86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
度15千米。珙县17个乡镇中有15个
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地震后，四川省地震局组织专
家对此次地震震情进行紧急分析会
商，对此次地震的发震构造、震后
趋势进行研判。（中新社）

福建莆田一
在建民房脚手架滑落致5死7伤
据官方通报，福建省莆田市一
在建民房5日发生脚手架滑落事故，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致5死7伤。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官方通报
称，当天11时许，该区大洋乡可山
村发生一起在建民房竹脚手架滑落
事故，造成现场4人死亡，8名受伤
人员被陆续送往医院救治，其中1
人因抢救无效死亡。截至记者发稿
时，事故现场已无其他受困人员。
事故发生后，莆田市、涵江区相关
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应急
救援工作。（中新社）

香港登记义工人数超过130万
逾3250家机构参与义工运动
节前售票近900万张
，要柏林娱乐，本年
统计数据显示，本
春运中新推出的热门偏 年春运，游客出行岑岭
向候补购票方法受到宽 期热门偏向车票需求旺
大游客热捧。候补购票 盛 ， 但 今 朝 非 岑 岭 期
是在游客碰着车票售完 普速铁路加开的姑且客
的 环 境 ， 在 1 2 3 0 6 平 台 车往各偏向均有少量余
挂号购票信息并付出预 票，1月21日至1月24日
购票资金后，如遇有退 广东地域前往武汉、厦
票 ， 1 2 3 0 6 系 统 将 自 动 门、上海、合阜等偏向
为其列队购票。
列车另有少量余票。

浙江玉环大麦屿港对台海上直航10年

运送两岸旅客近19万人次
【中新网6日讯】浙
江台州玉环大麦屿港开
通对台海上直航已届
10年，迄今已稳定运行
670个航次，累计运送
两岸旅客近19万人次。
玉环大麦屿港是浙
江省距离台湾最近的一
类口岸，与台湾基隆港
距离仅163海里。2009
年，大麦屿港开通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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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陆军开展联合反恐演练

民进党主席补选 卓荣泰胜出
【中新社6日讯】民
进党6日晚在台北公布
该党主席补选结果，台
湾当局行政机构前秘书
长卓荣泰击败对手游盈
隆胜出。
据了解，目前民进党
有党员约26万人，此次
具有投票权者为20万多
人，最终有效票3万多
票，投票率为16.9%。
去年11月24日，因
在“九合一”选举中遭
遇重挫，台湾当局领导
人蔡英文辞去其兼任的
民进党主席职务，后由
民进党籍基隆市市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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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直航，成为浙江省
唯一、华东地区重要赴
台海上通道。
2018年，玉环出台
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30
条政策措施”，致力于打
造“一带一路”黄金水
道，其中特别针对对台直
航，推出对承运大麦屿港
对台海上直航的船公司进
行补助，并对在玉环设立

贸易公司从事台湾商品自
营进口贸易并在玉环完税
的企业按照一定标准给予
奖励。
1月5日清晨，两岸
最大客滚轮“中远之
星”悬挂满旗，在玉环
大麦屿港缓缓靠岸，成
为该港对台海上直航迎
来开通第10个年头的首
个航班。

香港义工联盟5日举行杰出义工嘉
许礼，近2000位优秀义工和200支优
秀义工团队获得嘉许。香港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经政府
大力推动后，香港至今已有逾130万
人及超过3250家机构登记成为个人
义工及义工运动参与机构，他们在
2017年提供了超过2550万小时的无
偿服务。当天下午，“2019香港义
工联盟杰出义工嘉许礼”在香港岛
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场馆内坐满
了在过去一年积极无偿服务社会的
善心人士。（中新社）

云南丽江开通高铁动车
D8782次高铁动车组列车5日早间
从云南昆明始发，预计运行3小时后
抵达丽江。这意味着，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丽江开通高铁动车。
丽江曾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的中转站，境内拥有丽江古城、玉
龙雪山、虎跳峡等名胜古迹，自然
景观多姿多彩，吸引世界各地的游
客。去年7月，在昆明至大理高铁动
车开通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开
始对既有大（理）丽（江）铁路进
行提速改造，以满足动车组列车开
行条件。（中新社）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7日，星期一

国际财经

美联储今年加息次数或少于两次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多位业内
专家上周六在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
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联合举办的
2019新年展望论坛上表示，由于政
治压力和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在
2019年加息次数可能少于两次。
美国汇盛金融管理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
凯丰表示，美联储需
要等待几个季度在市
场稳定下来以后再继
续加息。
陈凯丰预计，美
联储在2019年下半年
将加息一次。虽然可
能不会发生灾难性情
况，但2019年金融市
场将仍然动荡。
他表示，当前美
国联邦基金利率仍然
较低，美联储继续加

息可以为下一次危机
做好准备，届时美联
储可以有较大的降息
空间。
另据出席会议的一
位投资管理公司高管预
计，美联储将在2019年
年中加息，全年至少加
息一次，美联储需要
认真对待金融市场的
稳定，美国经济有可
能在今后2至3年陷入
衰退。该人士表示，
即使美联储再加息几
次，美国短期利率仍

美联储主席称

对收紧货币政策保持耐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新华社华盛顿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上周五表示，
美联储将密切观察美国
经济走向和金融市场形
势变化，对收紧货币政
策保持耐心。
鲍威尔当天在亚特
兰大出席美国经济学会
会议时表示，2018年美
国经济总体表现较好，
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就业
市场继续表现强劲，通
胀稳定在较低水平，预
计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将
延续到2019年。但他同
时指出，美联储也注意
到金融市场对经济下行
风险的担忧。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
没有预设政策路径，鉴

于当前美国通胀水平稳
定，美联储将继续观察
美国经济走向，并对收
紧货币政策保持耐心。
他还表示，美联储做好
准备在必要情况下调整
货币政策，包括调整缩
减资产负债表的进程，
以实现其物价稳定和充
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就近期有媒体报道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
要求鲍威尔辞职，鲍威
尔回应称，若特朗普提
出要求，他不会辞职，
并强调美联储有保持独
立的长期传统。
鲍威尔发表上述言
论后，纽约股市三大股
指在经历多日下挫后大
幅上涨。分析人士认
为，鲍威尔的言论暗示
美联储将对后续加息保
持耐心。摩根大通首席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
罗利表示，鲍威尔讲话
使其确信美联储2019年
加息节奏将更平缓。
美联储去年12月宣
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到2.25%至2.5%的水
平，同时预计2019年将
加息2次，少于此前预
测的3次。

智库建议

抑制英企高管薪酬过高

英国全职雇员平均年薪为2.9万英镑，而上述首席
执行官的平均年薪则高达390万英镑。
【新华网】英国智库
高薪研究中心和人力资
源协会日前发布最新报
告显示，伦敦证券交易
所最大100家上市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只需在2019
年工作两天半，薪水就
等同于英国全职雇员工
作一年的平均收入。
报告说，英国全职
雇员平均年薪为2.9万
英镑，而上述首席执
行官的平均年薪则高达
390万英镑。
首席执行官及企业
高层管理团队薪酬丰厚
的同时，他们与普通雇
员的薪酬差距也越来越
大。报告发现，这些首
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从
1999年公司员工平均收
入的59倍猛增至2017年

的近145倍。
高薪研究中心主任
卢克·希尔德亚德告诉
媒体记者，上世纪70年
代，英国收 入 排 在 前
1%的群体获得全国总
收 入 的 6 % ， 而 现 在这
一数字达到14%。另
外，收入排名前0.1%的
群体现阶段获得全国总
收入的6%。
报告认为，高管薪酬
过高，一方面反映公司治
理松懈，企业文化与公众
期望不符；另一方面是
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有观点认为，这
笔钱可以用来为中低收
入劳动者加薪，或者用
于公司投资以提高生产
率和鼓励创新。”希尔
德亚德说。

然较低，目前美国联邦
基金利率尚未到达中性
利率水平。
美联储在2018年12
月份加息后预计，将
在2019年加息两次。
不过，该次加息引
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美联储主席的强烈批
评，并引发市场大幅
波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4日表示，美联储并没
有预设要进行加息，
其对经济走向的观察
将保持耐心。分析人
士认为，这暗示美联
储可能暂停加息。
此外，多位业内专
家表示，随着美国加
大对本国关键技术的
保护，中国对美国并
购投资大幅下降，中
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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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国经济疲软
使美国在贸易磋商中占优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表示，因
当前中国经济疲软，美国可以从与中
国的贸易谈判中获得一些好处。
“我告诉你，现在中国经济表现
不佳，这使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
位。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强劲，”特
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时说，“
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达成协议，我真
的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认为他
们不得不这么做。”
苹果警告称iPhone在华销售低于预
期，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美联储在2018年12月份加息后预计，将在2019年
加息两次。
地投资或将成为新的
趋势。
普华永道美国并购
咨询部董事总经理姜
永华表示，中国投资
者可以关注美国中西
部地区的投资机会，
这些地区的传统制造
业等因多种原因陷入

困境，而当地政府对
于并购投资较为支持。
本次论坛共吸引
了约300名两校校友
参加，与会嘉宾还就
生物医药、政府管理
和政治参与、中美关
系、中国民营经济发
展等进行交流。

德国2018全年失业率创历史最低

乌干达中资企业
看好中乌合作广阔前景
乌干达中资企业商会上周六在乌
首都坎帕拉召开2018年度会员大会
暨换届选举会议。在乌中资企业表
示，随着一批新的合作项目的逐步落
实，中乌合作前景广阔。
中资企业商会会长单位代表、中
国交建乌干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金
成表示，过去一年里，中资企业商会
积极搭建交流会、论坛等交流平台，
深化中资企业与乌政府部门间的沟通
交流；同时，商会及各会员单位热心
当地公益事业，通过多种形式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彰显中资企业风范。
中国驻乌干达经济商务参赞赵秀
芬说，2019年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落实的开局之年，中国援建
的一批重点项目将陆续竣工，中资企
业投资设立的工业园区将陆续开花结
果，新的合作项目也将逐步落地，中
乌合作面临更广阔的未来。

巴西股市上周五收盘再创新高
实现五连涨
德国2018年全年失业率为5.2%，低于前一年的5.7%。
【中国金融信息
网 讯】德 国 联 邦 劳 工
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
显示，德国2018年全
年失业率为5.2%，
低于前一年的5.7%
，为历史最低纪录。
数据显示，经季节
调整后，德国12月份
失业人数减少1.4万
至226.1万，当月失

业率为5%，维持在月
度历史最低水平。
全年来看，2018年
德国失业人数较上年
减少19.3万，全年平
均失业人数为234万。
德国联邦劳工局局
长德特勒夫·舍勒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尽管德国经济增
速有所放缓，但就业

市场依然保持良好势
头，企业对新员工的
需求高涨。
受国际贸易局势
紧张、金融市场动荡
和汽车等传统支柱产
业面临挑战等多重因
素影响，德国经济增
长势头放缓，甚至在
2018年第三季度出现
萎缩。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政府“停摆”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新浪网】据央视
新闻消息，上周五，
美国政府部分“停
摆”进入第14天，总
统特朗普再次召集国会
两党领导人进行磋商，
但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协
议。特朗普威胁称，
他已经做好让政府关
门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的准备。
在上周五的会谈
中，国会参众两院民主
党领导人舒默和佩洛西
均表示，以特朗普为首
的共和党人应尽快对众
院上周四通过的最新版
政府预算案进行表决，
以结束联邦政府部分“
停摆”的僵局，之后再

探讨美墨“边境墙”拨
款问题。而特朗普和
共和党人则坚持认为，
民主党必须把“边境
墙”拨款写入预算案
中，之后共和党控制的
参议院才会对结束“停
摆”的预算案进行投票
表决。
上周四晚，新一届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
新一轮政府预算案，但
该议案未包含向美墨边
境墙拨款的内容。
上周末，特朗普团
队同国会民主党领导
人将再次就政府“停
摆”及边境墙问题进
行磋商。
分析认为，2019年

下半年将拉开2020美
国总统大选序幕。修
建边境墙是特朗普上
任时的最主要竞选承诺
之一。为获得核心选民
支持，特朗普很难在
这一问题上做出大幅
让步。
上周五，美国政府
部分“停摆”进入第
14天，包括国土安全
部、司法部、农业部在
内的多个美国联邦政府
部门处于暂时关门状
态，位于首都华盛顿
的史密森尼国家博物
馆等公共设施也停止
对外开放，80万政府
雇员被迫无薪工作或
赋闲在家。

克利夫兰联储总裁称利率接近中性

意味着下一步行动可以保持耐心
【路透亚特兰大讯】
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
银行总裁梅斯特上周五
表示，从薪资上升到楼
市放缓，越来越多的经
济迹象表明美国联邦储
备理事会(美联储/FED)
利率处于或接近中性水
准，联储可以先观察经
济表现，再决定下一步
举措。
一贯持鹰派立场
的梅斯特在美国经济
学会年会间隙接受路
透专访。他的讲话让
市场进一步感到，如
果不出现通胀意外跳
升，或经济成长快于
预期的情况，美联储
过去两年几乎每季都
加息的做法可能在明

年暂停。
“目前我们处于一
个新世界，”梅斯特表
示，目前升息的明显
必要性已经被这样一
种经济状况所取代，
即成长预计将放缓、
薪资在低失业率的情
况下上涨、楼市等利率
敏感领域已经降温，且
失业率在低水准基本
“稳定下来”。
“我们真的需要看
看数据，让经济告诉我
们，我们需要采取更多
行动吗？我们需要更多
更快地行动吗？我们可
以等等吗？”梅斯特表
示，“我们应该花时间
评估....我们可能已
经处在我们需要在的

美国克利夫兰联储总裁
梅斯特。
地方。”
她说，总的来说，
她觉得美联储的政策
处在一个“非常好的
位置”。梅斯特重申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今日稍
早的言论，称她也在密
切关注近期金融市场的
波动。

巴西圣保罗博维斯帕指数股市上
周五收盘再创新高，上涨0.3%至
91840.79点。该指数已连续五个交
易日上涨，2019年第一周累计上涨
4.61%。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从
国际环境来看，市场情绪受到了美国
劳动力市场数据强劲以及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讲话的提振。另一方面从国内
因素来看，反映了投资者对总统博索
纳罗提出养老金改革的积极反馈。
从个股来看，淡水河谷上涨
6.51%，受益于中国两个多月来的
铁矿石价格上涨，并且投资者对未来
中国市场需求持乐观态度。在国际市
场油价上涨之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普通股上涨1.14%，扭转了之前的
损失。

美国去年12月失业率环比小幅上升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由于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
职，去年12月美国失业率相比前一个
月的历史低位小幅上升，但新增就业
岗位数量远超预期，表明就业市场态
势良好。
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失
业率环比小幅上涨0.2个百分点至
3.9%，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31.2
万个，远超市场预期的18.2万个。
数据还显示，当月美国员工时薪
较前一个月增加0.11美元至27.48美
元。衡量在职和求职人口总数占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的劳动参与率较前一个
月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至63.1%。

伊拉克石油部长说
已履行石油减产协议
伊拉克石油部长萨米尔·加德班
上周五表示，伊拉克已履行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此
前达成的减产协议，日均减产约14万
桶原油。
伊石油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援引
加德班的话说，按照今年年初生效
的减产协议，伊石油部已采取减产
措施，在2018年10月日产465.3万
桶原油的基础上，减产约14万桶，
未来6个月将维持在日产451.3万桶
的水平。加德班表示，希望减产协
议能够起到提振油价、稳定石油市
场的作用。
2018年12月7日，欧佩克与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协
议，决定从2019年1月起，在2018年
10月原油日产量基础上，欧佩克成员
国日均共减产80万桶，非欧佩克产油
国日均共减产40万桶，初步设定期限
为6个月。

美开发出增产40%的转基因作物
新华社报道，美国《科学》杂
志日前刊发一项研究成果说，美
国研究人员利用基因工程手段缩
短农作物的“光呼吸”路径，可
使某些农作物增产达40%，有望
用于应对全球人口增长带来的粮
食短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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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人被逮捕

简讯

20年首次 黄背心示威者冲击法国政府大楼
【环球网综合报道】新年伊始，“
黄背心”重回法国街头。法国连续8
星期爆发“黄背心”示威游行，全法
约有5万人周六(5日)继续走上街头，
抗议总统马克龙不得民心的政策。
这也是进入2019年
后，“黄背心”首次
发起抗议活动，但和
平示威最终演变成暴
力冲突，警方发射催
泪弹进行驱赶。
香港东网6日报道称，
巴黎，里昂，马赛，
波尔多等大城市均有
黄背心示威，其中巴
黎有约3500人示威者
在街上焚烧电单车，
汽车和路障，甚至在

餐厅纵火;还有人向
防暴警察投掷杂物，
一名警员被单车击中
受伤。有守在塞纳河
桥上的警方发射催泪
弹，阻止示威者过河
前往国会。
有示威者闯入政府
办公楼，大肆破坏车
辆。
示 威 者 批 评 政
府：“他们无权把我
们置于如此窘境，我

文，谴责当天“黄马
甲”示威活动针对法
国政府的暴力行为。
马克龙说，这些“
极其暴力”的行为攻击
了法国的“卫兵、代表
和象征”，实施暴力行
为的人忘记了公民契约
精神的核心。
马克龙说，正义将
得到伸张。他同时呼
吁，每个人都应恢复
冷静，以开展讨论和
“黄背心”星期六（5日）发起2019年首次抗议活
对话。
动，和平示威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发射催
103人被逮捕
泪弹进行驱赶。
法国警方拘捕了
103名参加巴黎“黄
法国总统谴责
们老是要付钱，我们
针对政府的暴力行为 背 心 ” 抗 议 活 动 的 人
受够做奴隶了，我们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 员。其中，101人遭到
本可靠自己的薪金过
在
社
交 媒 体 推 特 上 发 监禁。
活”。

英首相可能再次

美国还没有从叙利亚撤军的时间表

延后议会表决脱欧协议的日期

【美国之音网】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打
败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
组织“伊斯兰国”并宣
布撤走美国军队两个多
星期后，目前仍没有如
何把这些美军撤回国的
路线图。
星期五，美国国务
院一位高级官员在国务
卿蓬佩奥下星期访问中
东之前对记者们说：“
我们没有我军撤出叙利
亚的时间表。”
这位官员还说：“
我们目前正在制定撤军
计划。我们将和盟国与
合作伙伴进行审慎和深
入的协调。”
就在两天前，特朗
普总统否认了美军正在
制定计划准备把所有两
千名美国官兵在四个月
内从叙利亚撤回国的报
道。这些美军在叙利亚
是为了协助打击“伊斯

资料图：英国首相特里莎·梅。
【中新网】据“中
央社”报道，距离英国
预计脱离欧盟(EU)只
剩不到3个月，有消息
称，英国首相特蕾莎·
梅(Theresa May)可能
再次延后议会表决她与
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英国《星期日电讯
报》称，特蕾莎·梅的
幕僚据信正在草拟一项
计划，以使欧盟作出进
一步让步为条件，说服
议会成员批准这项脱欧
协议。根据报道，此举
目的在于协助限制议会
反对梅计划的程度，同
时给予她更多与欧盟领
袖继续谈判的时间。
据悉，梅与欧盟领
袖达成的脱欧计划遭到
她所属保守党和其他党
派成员强烈反对，迫使
梅去年12月宣布推迟英

国议会对脱欧协议的关
键表决。
英国议会预计在即
将到来的一周就协议草
案进行辩论，然后在
14日开始的当周进行表
决。
英国预计3月29月脱
离欧盟，梅迄今未能让
她的协议在议会闯关成
功，使企业领袖和投资
人深感不安，担心这个
国家将朝无协议脱欧迈
进，伤害经济。
特蕾莎·梅再次就
国会不支持其计划的可
能后果提出警告，她
告诉《星期日邮报》
(Mail on Sunday)，假
如议会议员未履行2016
年决定离开欧盟的公投
结果，不仅会令许多人
饭碗不保，更将危及民
主。

埃及开罗教堂附近爆炸

致3名警察死伤

图为2018年4月4日，在叙利亚北部曼比季前线附近
的美军。
兰国”分子。
特朗普星期三在
内阁会议上对记者们
说：“我们将非常强悍
地离开。我从来也没有
说快撤或慢撤。”
他补充说：“我不想
在叙利亚永远呆下去。
那里有沙漠和死亡。”
最新的这些评论与

总统上个月宣布从叙利
亚撤军时白宫的语调有
很大变化。
特朗普12月19日在
他的推特账户上登出的
视频中说：“我们的小
伙子们、我们年轻的男
女军人们，他们都要
回来了。他们正在归
来。”

五角大楼现离职潮？

马蒂斯参谋长斯维尼宣布辞职
【海外网】五角大
楼现离职潮？当地时间
5日，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NBC)一名记者在社
交平台上透露，五角大
楼参谋长斯维尼(Kevin
Sweeney)已经辞职，
而斯维尼正是美国前国
防部长马蒂斯的参谋
长。
据美国《国会山
报》报道，斯维尼表
示：“在五角大楼待了
两年，我决定是时候回
到私人部门了，能够再
次与国防部的男人和女
人们一起工作是一种荣
幸。”
报道称，斯维尼是

斯维尼资料图
马蒂斯的参谋长，而在
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
马蒂斯决定辞职。与此

同时，五角大楼发言人
怀特(Dana
White)在
新年前一天也宣布辞
职。
据海外网早前报
道，当地时间2018年
12月20日，特朗普宣
布马蒂斯将于今年2月
去职，不过，美媒称，
由于于特朗普的政策纠
纷，马蒂斯于1月1日
前离职。这一消息引发
美国国内动荡，《华盛
顿邮报》称，马蒂斯的
离开，意味着五角大楼
将面临一段时间的不确
定性，特朗普将为国防
部挑选一位新的“一把
手”。

联邦政府停摆须无薪工作

美机场职员告假风潮扩大
埃及军警加强戒备，防止有人趁节日期间施袭。
【中新社北京】埃
及首都开罗一处教堂
当地时间5日发生炸
弹爆炸事件，造成现
场一名警察身亡，两
名警察受伤。
埃及中东社报道
称，埃及首都开罗纳
赛尔城一座科普特东
正教堂附近5日发现
可疑包裹，警方检查
时，包裹内炸弹突然
爆炸，造成现场警察
一死一伤。随后有当
地媒体报道称，现场
有两名警察在爆炸中
受伤。
事发现场拍摄的
图片显示，爆炸发生
后，当地安全人员、
消防车、救护车已赶
到现场，事故现场附
近被封锁。
目前尚未有组织宣

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联合早报》等
媒体报道称，本月7
日，埃及信仰东正
教的科普特人将庆祝
传统圣诞节。节日前
夕，埃及军警已在全
国范围内加强安保措
施。
科普特人一直是极
端宗教组织的袭击目
标，2016年12月至今
已有逾百人在恐袭中
遇难。2018年11月，
一辆从埃及南部索哈
杰省开往明亚省一座
科普特基督教堂的巴
士遭“伊斯兰国”武
装分子袭击，致7死
12伤；2017年5月，
两辆搭载科普特基督
徒的大巴在明亚省遭
武装袭击，造成约50
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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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6日综合电】
美国联邦政府的局部停
摆，导致大批负责机场
安检的交通安全管理局
（TSA）职员须无薪工
作。TSA周六表示，从
过去的圣诞假期起，
请假的职员数目有增无
减，但强调不会影响机

场安检工作。
随着请假风潮扩
大，加上TSA职员的制
服颜色是蓝色，因此这
股现象称为“蓝色流
感”。
TSA声明承认，大
批职员请假对安检产生
影响，可能导致旅客等

当地时间2019年1月5日，美国波斯顿，安检人员在
当地的洛根国际机场工作。因政府“关门”，美国
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员工被迫无薪工作。TSA表示，
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告假。

候时间延长，但承诺会
维持服务质素及保安水
平。TSA发言人比莱洛
表示，德州达拉斯沃思
堡国际机场上周五有
5.5%的职员请假，高
于平日正常的3.5%。
TSA职员工会主席
托马斯指出，纽约肯尼
迪国际机场过去一周每
天有170名职员告假，
但负责机场保安的官员
称，纽约、芝加哥及迈
阿密等地的机场安检并
没有延误。由于TSA的
工作是必须性质，故职
员须在停摆期间工作。
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局
部停摆于周六已踏入第
15天，总统特朗普形容
南部边境处于非常危险
的状态，宣称各方都应
支持在当地兴建围墙。
他表明很想尽快结束停
摆局面，并已经在白宫
准备好与民主党就边境
安全达成协议。

伊朗核准加入
《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公约》议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日报
道，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确
委会）当天核准加入《联合国打击
恐怖主义融资公约》的议案。
根据确委会发表的声明，按照程
序，议案将会交给伊朗议会再次进
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后，该议案
即可生效。
确委会是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
构。当伊朗议会和宪法监督委员会
意见发生冲突时，由确委会做出最
后仲裁。
2018年10月，根据国际政府间
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机构“金
融行动工作组”的要求，伊朗议会
通过了伊朗应加入《联合国打击恐
怖主义融资公约》的议案。伊朗宪
法监督委员会在同年11月以违反伊
斯兰教法和宪法为由，驳回这一议
案。随后确委会介入仲裁。

比利时6000多名民众踏海迎新年
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只有经历
冰冷海水的浸泡，新的一年才算正
式开始。5日下午，在比利时奥斯坦
德，6000余名民众在音乐和欢呼尖
叫声中冲向大海。
当天室外气温为6摄氏度，由于海
边风大，海水冰冷，因此体感温度
要更低些。尽管不少人在寒风中颤
抖，但并不影响大家参加活动的热
情以及现场的欢乐气氛。不少家庭
集体出动，也有社团、好友相约，
他们穿着包括泳衣在内的各种服
装，大声歌唱着走向海滩，在海中
踏浪戏水。
据主办方介绍，比利时的新年
踏海活动始于1987年，近年来参与
的人逐年增多，今年的人数刷新了
往年的纪录。不少第一次参加活动
的人们告诉记者，用这种方式暗示
自己“与往日干杯”“新年重新开
始”，感觉很棒。

埃及与沙特等国
结束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埃及军方发言人6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多国海
军参与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5日在沙
特领海结束。
声明说，此次参与演习的国家还
包括吉布提、苏丹和也门，演习内
容包括进攻和防守队形训练、快艇
攻击、实弹射击、反导等。埃及海
军特种部队和蛙人还展示了海岸线
侦察、直升机快速登陆、陆地防御
等战术。
声明说，此次军演旨在加强参与
国家在红海开展联合任务的能力，
加强军事合作和战斗经验交流，以
应对共同挑战和支持地区安全与稳
定。

美国加州一保龄球馆发生枪击事件
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市一保
龄球馆4日深夜发生枪击事件。当地
媒体援引警方消息说，这一事件已
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加州托兰斯市警方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说，有报告说现场听到“多
声枪响”，枪击已造成“多名受
害者”。警方表示，案件正在调查
中，警方呼吁人们远离有关区域。
托兰斯市位于洛杉矶附近。据当
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托兰斯市
的盖布尔保龄球馆。4日23时54分，
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球
馆内有多人中枪。报道说，3名男性
当场死亡，身份还没有公布。
媒体援引警方消息说，两名伤者
被送至当地医院，另外两名伤者自
行选择医疗护理。目前，警方正在
调查枪手的身份。

联合国特使
赴也门磋商落实停火协议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
菲思5日抵达也门首都萨那，将与
胡塞武装磋商落实也门政府和胡塞
武装之前达成的包括停火在内的协
议。
当天有不少罹患癌症的也门儿童
聚集在萨那国际机场抵达大厅，他
们举着标语要求开放机场。格里菲
思抵达后，未与在场等候的媒体人
员交谈，他向这些儿童致意后上车
驶离机场。
胡塞武装一名负责媒体事务的成
员乌萨马·萨里当天告诉记者，格
里菲思此行将会见胡塞武装领导人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并与其
商讨荷台达目前的局势，以及落实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上月在瑞典达
成的包括停火在内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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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3亿日元天价成交

丰洲市场金枪鱼新年首拍破纪录
【中新网】据外媒报道，日本东京丰洲市场当地
时间1月5日迎来去年10月开幕以来首个新年拍卖。
一条来自青森县大间港的金枪鱼，以3.3亿日元天
价成交，打破历来最贵纪录。
清晨5时，从业员在
开场钟声和充满气势的
喊价声中参与拍卖，一
条来自大间港、重278
公斤的太平洋蓝鳍金枪
鱼以最高价成交，更比
2013年创出的最贵纪录
约1.5亿日元高出逾一
倍，成为1999年有纪录
以来最贵。

购下这条金枪鱼的
寿司连锁店社长木村清
表示：“虽然未料会去
到这个天价，但买下的
这条金枪鱼是最棒的，
肉身看来美味且非常新
鲜，希望让客人尝到好
吃的金枪鱼。”
批发业界的代表在新
鲜金枪鱼拍卖场发表新

年贺词，称：“丰洲市
场开幕3个月以来，与
筑地一样有大批金枪鱼
入货，希望跟大家一起
思考丰洲市场今后如何
发展，进一步改善。”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则表示，希望把丰 日本东京丰洲市场当地时间1月5日迎来去年10月开幕
洲市场打造成出色和受 以来首个新年拍卖。一条来自青森县大间港的金
人喜爱的重要市场。
枪鱼，以3.3亿日元天价成交，打破历来最贵纪录。

乐天免税店明洞店

仅次于中国

韩住户债务增速世界第二 去年业绩创单体免税店世界纪录

资料图片：1月3日上午，在首尔一家银行，墙上挂
着信贷产品宣传画。
【韩联社首尔】
据国际清算银行6日
数据，去年第二季度
末，韩国住户部门债
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为96%，排
名全球第7，瑞士以
128.8%排名第1。
住户债务占GDP比例
环比提高0.8个百分点，
增速全球第2，仅次于中
国的1个百分点；同比
提高2.4个百分点，增
速全球第3，仅次于中
国3.4个百分点和丹麦
的2.9个百分点。较政
府放宽限贷的4年前提
高14个百分点，增速全
球第3，仅次于中国的
15.5个百分点和挪威的
14.7个百分点。
韩国政府曾从2017
年8月2日起接连出台管
控措施收紧房贷，央行
也加息跟进，使住户贷

款余额增速由2015年第
三季至2017年第二季的
两位数降至去年第一季
的8%和第二季的7.5%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债务增长快于名义经济
增长（4-5%）的现 象
更明显。
去年第二季末，韩
国住户部门的偿债收入
比(DSR)达到12.4%，
偿债负担之重创历史之
最，在全球主要17国中
排名第6，但环比增速
以0.2个百分点排第1，
同比增速也以0.5个百
分点排第1。偿债收入
比升高，意味着本息增
速快于收入增速。
韩国政府计划在中
长期将住户债务增速
降至名义GDP增速的水
平，即维持债务余额占
GDP不变，但有专家对
此并不看好。

泰国总理巴育：

坚持赤字政策确保经济增4%目标
【泰国中华日报】
在确保经济增速维持在
4%以上的中长期目标
下，巴育政府决定采取
更加积极的赤字财政政
策，将2020年赤字额
同样设定在4500亿铢
的水平。
从2020年政府财政
预算核算委员会会议上
传出的消息称，为了确
保经济增速不低于4%
，巴育政府倾向于将
2020年政府财政赤字额
设定在于2019年同等的
4500亿铢的赤字水平。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
快速增长的积极财政
政策之一，赤字政策
会被执政政府照惯例在
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在
避免经济出现下滑的同
时，又能很好的达到刺
激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
发展。
如果仅从赤字财政
政策的风险来看，就泰
国当前的外汇储备来
看，不存在技术型问
题。截止2018年底央
行统计资料显示，泰
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
亿美元，约合6.4万
亿铢。2019年政府年
度财政预算总额为3万
亿，2020年预计3.2万
亿，而赤字额分别为
4500亿铢。
尽管政府财政赤字

【韩联社首尔】
韩 国乐天免税店6日
表示，2018年首尔明
洞店和世界塔店销售
额分别超过4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44亿韩
元）和1万亿韩元，创
下历史新高。明洞店
销售额位居世界单一
门店之首。
受“萨德”反导系
统入韩引起的争议影
响，明洞店销售额一度
下滑，去年同比则增加
35%，日均超过110亿
韩元。1980年开业时，
明洞店一年销售额为22
亿韩元，2011年达1万
亿韩元，2015年增至2
万亿韩元，2016年还增
至3万亿韩元。
乐天免税店方面分
析认为，2011年以来
明洞店销售 额 年均增

乐天免税店明洞店
长率达25%。中国政
府采取反萨措施后，
赴韩中国团体游客减
少，但是中国代购的
购物量剧增，带动了
总销售额增加。
去年12月23日，世
界塔店销售达到1万亿
韩元，加入“1万亿韩
元俱乐部”。世界塔店
的国内中小企业品牌销

售同比猛增300%。
另外，乐天免税店
去年国内总销售额达
7.5万亿韩元，创下历
史新高。乐天免税店方
面分析指出，在线销售
同比增长50%，为2万
亿韩元。改善网络和移
动免税店平台，并开发
网络专用产品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惠誉解决方案宏观研究

2018年越南经济增速创11年来新高
【越通社河内】
根据惠誉集团(Fitch
Group)旗下的惠誉解
决方案宏观研究公司
(Fitch Solutions Macro
Research)最近公布的经
济分析结果显示，2018
年越南经济增长7.1%
，创11年来新高。
2018年第四季度越南
国内生产总值（GDP）同
比增长7.3%，高于2018
年第三季度的6.8%。
此外，惠誉解决方
案宏观研究公司还预
测，在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的背景下，越南2019
年GDP将增长6.5%。
惠誉解决方案宏观研
究公司指出，由于越南
加大经济对外开放力度
以及加强招商引资，因

越南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创11年来新高。
此 越 南 经 济 已 受 益于外
商直接投资和世界经济
增长势头。然而，越南也
难以避免遭受因贸易保护
主义 升 级 和 财 务 状 况 更
加严峻导致世界经济增
速放缓带来的影响。
此外，越南经济对
外开放力度越来越大，

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将给越南2019年的
出口活动造成不利影
响。2018年，越南出口
增长率为13.8%，出口
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103%左右，高于
2013年出口额占GDP的
84%左右。

新西兰店主恐惧日增
泰国总理巴育
政策规定的跨年度预算
绑定不得超过2年，但
政府已经做好了长期赤
字的心理准备，直到国
家经济增长转型获得阶
段性成功，财政收入实
现新的平衡。
如果政府的赤字政
策照计划推进，那泰国
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年通
胀率预计将在1-2 % 之
间浮动。而经济增长也
将在3.5-4.5%之间波
动，经济增速中值为
4%。
财 政 部 预 估 认
为，2019年政府财政总
收入为2.55万亿铢，
而2020年为2.750万亿
铢。财政预算同比增
加6-7%的同时，政 府
财政收入也基本能保证
有7-8%的增加。也 就
说，政府财政预算支出
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基
本实现平衡。

实现2025年无烟的目标 烟草税每年至少上涨10%
【综合讯】新年伊
始，新西兰烟草税上涨
10%。但业界表示，食
杂店和商店老板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担心遭遇
抢劫和暴力事件。
据新西兰广播电台
（RNZ）报导，1月4
日凌晨，位于惠灵顿
Taranaki Street的Z加油
站遭到五名男子抢劫，
劫匪盗走了现金和香
烟。报导说，这些劫匪
携带一把螺丝刀。
为了实现2025年新西
兰无烟的目标，自2010
年1月以来，新西兰烟草
税每年至少上涨10%。
但预防犯罪小组（Crime
Prevention Group）反对
这项政策。该组织于两
年前成立，是代表全国
食杂店、加油站和商店
业主的倡导组织。
该组织主席考沙尔

为了实现2025年无烟的目标，新西兰政府规定，
烟草税每年至少上涨10%。新年伊始，新西兰烟草
税再涨10%。但业界表示，食杂店和商店老板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遭遇抢劫和暴力事件。
（Sunny
Kaushal）表
示，店主们“生活在恐
惧中”，害怕在抢劫中
遭到袭击。
他说：“烟草税年
复一年地增加，却并没
有（不能）实现到2025
年新西兰无烟的目标。
人们仍在购买香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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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方面作出妥协烟
草税带来的问题远远超
过解决问题本身。”
考沙尔呼吁政府加
大对店主安全的投资。
他说，2017年政府设立
的180万元安全基金起
到了一定作用，但还需
要做更多。

电商助力，泰奢侈品消费
同比增11.3%至253亿美元
泰国前11个月消费品进口总值达
到253亿美元，同比增11.3%。电子
商务尤其是跨境电商快速发展是其关
键推手。泰国贸易政策和战略办公室
主任品差诺小姐发布的泰国11月份消
费品进口统计资料数据显示，11月消
费品进口总值达到了26.5亿美元，同
比增9.5%。其中电器类进口7.86亿
美元，同比增4.2%；药品和医疗用
品类进口2.97亿美元，同比增6.4%
；服饰鞋帽及其他纺织品类进口2.33
亿美元，同比增35.6%；家俱类进口
1.05亿美元，同比增13.1%。这其
中奢侈和轻奢类消费品进口表现最抢
眼，前11个月累计进口总值253亿美
元，同比增11.3%。国内经济以及入
境游的稳步增长可能是奢侈品消费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国内电子商务产
业的发展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
则是推动奢侈品进口的关键。

新加坡经济增长
低于2018年第三季度的预期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2日发布公
告称，2018年第四季度，新加坡国
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1.6%，低于经
济专家预估的3.2%。2018年第四
季度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上升
2.2%，低于上一季度2.3%的同比增
幅。2018年全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3.3%，低于经重新计算
的2017年3.6%的同比增幅。这一数
字符合贸工部此前提出的全年经济增
长率在3%-3.5%的预测，并且与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2018年12月31日发
表新年致辞时提到的经济增长幅度一
致。
部分经济专家认为2019年新
加坡经济将有所放缓，但该国经济将
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之势。新加坡大
华银行（UOB）经济专家Alvin Liew
预测，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有
可能会于2019年4月继续实行紧缩性
的财政政策。

新航KrisFlyer出现程序错误
280多名会员资料外泄
新加坡航空公司网站出现程序错
误，导致飞行里数计划KrisFlyer 280
多名会员的资料外泄。《亚洲新闻
台》报道，程序错误的导因是新航修
改了网站主页面。
新航说，故障发生在网页修改后
隔天，也就是星期五凌晨2点到中午
12点多。一些KrisFlyer会员向公司反
映，他们登录账户之后，竟然看到其
他会员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
址、会员号码、飞行里数等。其中，
有七人的护照号码被泄露。
一名KrisFlyer会员昨天（5日）在
社交媒体揭露这起事件。她在发现问
题后通知新航，却被告知公司在提升
网页系统，并要求她在24小时之后再
登录。
新航表示，有关问题已经解决，
这是一次性的软件故障，不涉及网页
攻击。公司也已经同受影响的顾客接
洽，并采取行动确保事件不再重演。

韩去年本土SUV销量破50万创新高
据韩国汽车行业6日发布的数据，
韩国5家整车制造商2018年运动型多
功能车（SUV）国内销量同比增长
12.7%，为51.9883万辆，创下历史
新高。
同期，5大车企轿车国内销量仅
同比增长0.1%，SUV之外车型销
量同比减少6.9%。5大车企SUV销
量2000年达13.3万辆，此后逐年增
加，2014年增至33.775万辆，2018
年还突破50万大关。受此推动，SUV
在商用车之外的总轿车销量中占
40.1%，创下历史新高。
分企业看，现代汽车销量最多，
为20.4693万辆，其后依次为起亚汽
车、双龙汽车、雷诺三星、韩国通
用。按车级分类，中型车为25.3052
万辆，占比过半，其后依次为小型、
紧凑型、大型。另外，在2018年国内
最畅销进口车榜中，福特SUV车型探
险者（Explorer）排名第六。探险者
销量从2017年的6021辆增至2018年
的6909辆，增幅达14.7%，带动福
特总销量增加。

2019年老挝将完成
12个水电站建设项目
老挝《经济社会》报1月2日刊登
的文章报道，2019年，老挝政府力
争完成总装机容量1950兆瓦的12个
水电站项目的建设。老挝政府同能
源与矿产部继续对正在开展的水电
站建设项目的技术标准进行检查。
目前，已对20个水电站项目技术标
准进行检查，剩下的50个水电站建
设项目技术标准检查工作将于2021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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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任期未满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宣布辞职
【联合早报网】马来西亚国家元
首莫哈末五世宣布辞职。这是马来
西亚历来首位在任内宣布辞职的国
家元首。
据“当今大马”报
道，国家王宫庶务主管
旺阿末达兰今天发布声
明表示，莫哈末五世今
日正式辞去第15任国
家元首的职务。“国家
王宫谨此通知，国家元
首苏丹莫哈末五世已按
联邦宪法第32（3）条
文辞去第15任国家元
首职位，并于1月6日
生效。”
莫哈末五世今年49

岁，他也是吉兰丹州
苏丹。早前谣传他即
将退位，但吉兰丹州
副州务大臣莫哈末阿
玛表示，丹州政府未
接获这方面的资讯，
并呼吁民众勿信谣
言。他也指丹莫哈末
五世最近因为健康理
由而在去年请假两个
月。莫哈末五世请假
期间，霹雳苏丹纳兹
林沙去年11月2日至12

越老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有人，从统治者到首
相、部长、公务员或
普通公民，无人能够
豁免。他指统治者有
特殊法庭，但其引用
的法律跟普通公民一
样。他指统治者也必
须尊重法律。
莫哈末五世是在
2017年4月24日出任第
15届国家元首。
一些西方媒体曾报
这是2018年7月1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穆罕默
道，莫哈末五世与俄
德五世（前右）检阅仪仗队的资料照片。
罗斯美后沃沃蒂娜去
月31日期间出任代国 召开临时非正式会议 年11月22日在莫斯科
讨论有关君主制的大 结婚。马哈迪去年11
家元首。
《 新 海 峡 时 报 》 事。首相马哈迪1月2 月29日受询时说，他
引述消息报道，统治 日在博客表示调，法 未受到“正式通知”
者 在 1 月 3 日 罕 见 地 治 在 马 来 西 亚 涵 盖 所 而并不知情。

泰国活动人士

第41次会议在河内召开 举行和平集会反对推迟大选

越南与老挝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41次会议场景。
【越通社河内】
2019年1月6日，越南与老
挝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
41次会议在河内召开，越
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和老
挝总理通伦·西苏里共
同主持会议。
两国30个部门、行业
和地方领导与会。
阮春福在会议上对越
南与老挝的传统友谊、
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
关系的积极向上发展势
头表示高兴。阮春福强
调，在2018年地区乃至世
界形势复杂多变且难以
预料的背景下，两国仍
在各国际场合上互相帮
助、互相支持；建议双
方进一步改进方式，提
高合作效果，将两国关
系日益向纵深推进。
通伦对2018年越南取
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表示印象深刻并对此表
示祝贺；高度评价两国
的合作成果，相信此次
会议将为两国合作关系
取得实质性进展注入新
动力。
双方对两国政府2018
年合作计划的开展情况
表示满意。政治-外交

关系和防务合作日益密
切，保障两国国防安全
和社会治安；经济合作
取得许多积极进展，越
南企业对老挝开展注册
总额约41亿美元的400个
投资项目，为老挝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
时将2018年双向贸易额突
破了10亿美元，同比增长
14%；教育培训合作不断
发展，在越就读的老挝
留学生数量目前已超过
1.42万名。
双方就2019年的合作
方向达成一致，其中重
点推进政治、对外、国
防、安全等合作支柱；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的经验交流；加强两个
经济体的连通性，特
别是交通和能源领域的
互联互通；改善经商环
境，为企业创造便利条
件，力争2019年双边贸易
额增长率至少达10%；
继续促进教育培训和人
力资源培训合作并提升
该领域的合作质量；推
进文化、科学、社会、
信息与传媒、卫生、体
育、司法等领域的合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西兰无人机扰航频发

民航企业呼吁加强监管

【中新社曼谷】泰
国约100名活动人士6日
下午在曼谷胜利纪念碑
附近举行和平集会，反
对推迟大选投票。
活动人士于当地时
间下午4时聚集在胜利
纪念碑轻轨站(BTS)附
近的天桥上，手里举着
写有“不拖延”、“2
月24日选举”等字样的
纸张，高呼反对推迟大
选投票的口号。随后他
们来到纪念碑周围的街
道上，唱起泰国国歌，
然后在下午6时左右散
去。
警方在现场维持秩
序，以防止集会妨碍行
人和轻轨乘客。

泰国约100名活动人士6日下午在曼谷胜利纪念碑附
近举行和平集会，反对推迟大选投票。
活动组织者表示，
此次集会只是一个开
始，如果他们的要求没
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近
日将再次组织和平抗议
集会。
泰国当局原计划于
今年2月24日举行2014

年政变后的首次大选。
不过泰国副总理威沙努
本月4日表示，政府建
议选举委员会重新考虑
大选投票时间，以免大
选后的政治活动与5月
初的泰国国王加冕仪式
产生冲突。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超过三万人疏散

泰南热带风暴“帕布”减弱为低气压
【联合早报网】周
五登陆泰国南部的“帕
布”已经减弱为低气
压，当地机场和渡轮服
务周六逐渐恢复运作，
但这场30年来首个热带
风暴已造成至少三人死
亡，超过三万人被迫疏
散，估计经济损失达50
亿泰铢。
此外，泰国气象局
周六发出声明说，尽
管“帕布”（Pabuk）
威力转弱，泰国九个府
仍可能出现暴风雨天气
和突发淹水状况，“预
计强风还会在泰国湾和
安达曼海掀起3至5公尺
高的巨浪”，促请船只
靠岸直到最早星期天以
避开风浪。迈入2019年
后的第一个热带风暴“
帕布”当地时间4日下
午在涵盖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
和素叻他尼府（Surat
Thani）的泰国南部登
陆。“帕布”随后在周

这是1月5日在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府拍摄的被毁坏的
电力设施。
六降级为风速达每小时
55公里的热带低气压，
不过仍给位于安达曼海
附近的攀牙府、拉廊
府，以及普吉岛和甲米
等旅游胜地带来大风和
强降雨。
受强风暴雨影响，
泰国南部一些地区损失
严重，倒下的电线杆导
致20万人失去电力供
应，深达100公分的泛
滥洪水也损毁房屋，截
至周六已有来自七个府
的至少3万4000人被迫
撤离到疏散中心。当局
周五也在普吉岛附近的

小岛协助撤离超过100
名外国游客。
南部苏梅岛、帕
岸岛以及涛岛（Koh
Tao）未受到严重破
坏，不过由于洛坤府、
素叻他尼府以及苏梅岛
的机场在周五暂时关闭
后，周六中午才重新运
营，岛上仍有大量游客
滞留。在苏梅岛机场营
运的曼谷航空已经增加
航班应付需求，以协助
受困岛上的游客尽早离
开。往返于南部海岛之
间的多数轮渡也已恢复
服务。

新西兰被称为世界“鲸鱼搁浅之都”
【新华社惠灵顿】新
西兰民航局6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8年新西兰
境内有至少25万架无人
机在飞行，无人机对载
人飞机袭扰案例正在大
幅上升。民航企业就此
呼吁加强对无人机的监
管。
据统计，2014至2018
年5年中，无人机与载人
飞机险些碰撞事故报告
共36起，因无人机造成
机场航班延误等案例更
是不胜枚举。2018年发
生10起险些碰撞事故，
仅次于2015年的11起。
奥克兰警官吉姆·威
尔逊说，任何一起抵近
遭遇事故都可能酿成一

个重大的航空悲剧。
在新西兰，无人
机不仅多，而且飞得
高。2018年，奥克兰附
近就发生一起大型无人
机在400米高度与夜巡直
升机险些碰撞案例。
以新西兰航空公司和
奥克兰机场为首的民航
企业因此呼吁更加严厉
的无人机相关立法和执
法。根据现行法规，违
规操作无人机可被罚款
5000新西兰元（约合2.3
万元人民币）。奥克兰
机场则计划在跑道尽头
安装专门探测无人机的
雷达，以确保在方圆9公
里和高度500米空域内随
时监测到无人机。

【综合讯】随着鲸
鱼搁浅在全国范围内变
得越来越普遍，新西兰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
点。
据 《 卫 报 》
（Guardian）报道，鲸
鱼专家将新西兰视为“
世界鲸鱼搁浅之都”，
自1840年以来，全国纪
录在案的鲸鱼搁浅事件

雾霾笼罩新德里2个月
降雨减缓污染空气仍很糟
印度首都新德里过去2个月笼罩在
厚重的灰色雾霾中，今早下了一阵
雨，让空气稍稍改善，但空气品质依
旧「非常糟糕」。印度中央污染控制
局（CPCB）表示，中午12时前，PM
2.5（细悬浮微粒）平均值为182，是
自去年11月4日来最低。但根据美国
驻印度大使馆，新德里空污仍是美国
政府建议值35的逾5倍，属于「不健
康」等级。印度智库科学暨环境中心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执行长萝伊乔杜莉（Anumita
Roychowdhury）表示：「降雨或强风
有助驱散污染，但我们仍须采取关闭
电厂等强烈的紧急行动。」

阿富汗一座金矿倒塌
至少30人遇难另有7人受伤
据外媒报道，一名阿富汗官员指
出，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科希斯
坦区一座金矿倒塌。案发时，金矿内
有多名矿工在挖金，至少30人遇难。
阿富汗警察总督鲁斯塔姆拉吉表示，
另有7人在这起事件中受伤。据报
道，挖金的矿工们在河床上挖了一个
深60米的井，寻找黄金。当墙壁坍塌
时，他们都在井中。目前尚不清楚为
何井会倒塌，但省长发言人纳扎里表
示，这些矿工并非专业人士，是当地
的村民。纳扎里说：“几十年来，村
民们一直都在参与这项活动。”

泰国一辆双层旅游巴士翻车
致6死约50人伤

鲸鱼搁浅事件超过5000起
2018年新西兰境内有至少25万架无人机在飞行，无人
机对载人飞机袭扰案例正在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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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5000起。
据Newshub报道，环
保 部 （ D o C ） 回 应说 ，
每年大约有85起鲸鱼搁
浅事件。
去年11月，50头领
航鲸在查塔姆群岛搁浅
后死亡，另一头则不得
不被安乐死。那个星期
早些时候，斯图尔特岛
上有145头鲸鱼死亡，

2018年11月24，有多达145条鲸鱼在该国南部斯图尔
特岛搁浅死亡。

同时另有11头在北地死
亡。科学家们为此感到
困惑。
去年5月，塔拉纳基
南部海滩共发现11头搁
浅的抹香鲸。2016年在
Opunake，Patea和Rahotu附近的海滩上发现
了三次单独的鲸鱼搁浅
事件。而在2011年，两
名游客在梅森湾发现了
107头领航鲸搁浅并死
亡。
Newshub报导说，正
如《卫报》所指出的那
样，有关鲸鱼为何搁浅
的确切信息“仍然难以
捉摸”。
一些科学家认为，
气候变化是罪魁祸首，
海洋温度的上升使鲸鱼
越来越靠近海岸，迫使
它们在浅水区觅食。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辆双层旅游
巴士6日凌晨在泰国中部距离曼谷不
远的巴吞他尼府境内发生翻车事故，
造成车上包括一名女婴在内的6名乘
客遇难，约50人受伤。《曼谷邮报》
报道说，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凌晨3
时20分左右，当时这辆巴士正冒雨开
往首都曼谷。乘客们反映，车辆行驶
途中司机突然刹车，以避免撞到前面
的一辆车，导致发生翻车事故。当地
警方表示，事故造成包括1名男性乘
客、4名女性乘客以及1名约四五个月
大女婴在内共6人遇难，另有约50人
受伤。救援人员随即将伤者紧急送往
邻近几家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
仍在调查中。

塔利班取消与美国和平会谈
塔利班组织将不会参加本月与美
国举行的和平会谈，并希望将会场转
移到卡塔尔。这场原定举行的谈判是
塔利班组织与美国旨在结束阿富汗17
年战争的第四次谈判，塔利班领导人
和美国特使哈利勒扎德将讨论外国军
队撤离阿富汗以及在2019年停火的
可能性。路透社报道，尽管越来越多
国际社会倾向于持有西方支持的阿富
汗政府参与谈判，但塔利班领导人拒
绝喀布尔政府所提出的直接会谈的提
议。一名不愿具名的塔利班高级成员
表示，该组织原本应该在下星期在利
雅得与美国官员会面，继续上个月在
阿布扎比未完成的和平进程讨论。

澳4岁儿童偷爬上车顶
妈妈不知情开车飞驰10分钟
据英国《每日邮报》5日报道，当
地时间4日晚，一名穿着尿片的儿童
被拍到坐在行驶的汽车顶上超过10
分钟。而他的母亲正在车内淡定地开
车，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据报
道，事情发生澳大利亚珀斯。现场拍
下的视频显示，孩子坐在车顶上，而
汽车在快速疾行。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都发现了这反常的一幕。附近路过的
司机们纷纷打开车灯和按喇叭来提醒
这位粗心的母亲，但都行不通。大约
10分钟过去了，这位母亲终于意识到
出了问题。她停下车，将孩子放回车
内后便继续开车离开了。警方接到报
案后，在当地一家加油站拦截了这辆
车。车上共有三名儿童，其中两名被
固定在儿童座椅上，而还有一名4岁
的儿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目前，孩
子的母亲正在协助警方的调查。

缅甸西部地区发生火灾
160多间房屋被烧毁
缅甸《全球新光报》1月5日报道
称，缅甸西部地区的壁磅(Pyapon)县
1月4日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烧毁
了167间房屋，600名居民失去家园。
火灾于当地时间1月4日14时许发生在
羌瓦（Chaungwa）村一个竹子房子，
然后蔓延到附近其他房屋，共烧毁了
9间混凝土房屋，25间木屋和133间小
木屋。具体着火原因尚未明确，但竹
屋主人因疏忽防火工作已被当地警方
起诉。根据当地政府透露，在羌瓦村
一个寺院里已搭建一个避难所，为灾
民提供临时居住地。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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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华西加里曼丹同乡会下个月举办

“首届2019新春文化节”暨春节团拜联欢晚会
【本报周孙毅报道】
为弘扬与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加强乡亲之间凝
聚力，印华西加里曼丹
同乡会（Perhimpunan
Tionghoa Kalbar Indonesia
简称:
PTKI）将于2月7
日至10日（农历正月初
三至初六），在雅加达
JIExpo Kemayoran举办首
届2019新春文化节，并
定于2月10日（农历正月
初六）下午5时开始至结
束，在同样地点Hall B3

和C3大礼堂，以“共度
春节、巩固印尼建国四大
支柱”为主题举办春节团
拜联欢晚会。
上周六（1月5日），
印华西加里曼丹同乡会
主席团主席陈坤财(Rudi
Halim)，主席团温新强、
陈俊辉，辅导主席团主席
古兆威，顾问团主席巫吉
祥，监事长杨世民，秘书
长刘国辉，以及本次庆祝
活动筹委会主席蔡茂安，
西加旅雅各社团领导或

代表，近70人出席了在
Season City商场丽阳酒
家召开的筹备工作会议和
新闻发布会。
陈坤财表示，这是印
华西加里曼丹同乡会自
2018年11月15日成立
以来首次举办的新春庆
祝活动。他说，该活动
的举办，旨在弘扬中华
优良传统文化，加强西
加乡亲彼此间的沟通联
系，促进相互团结与合
作。文化节期间将安排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
彰显民族文化的芬芳。
另主办方将在联欢会上
准备一辆五菱汽车等珍
贵礼品充作幸运抽奖。
欢迎广大西加乡亲们届
时踊跃前去参观，同庆
佳节。
筹委会主席蔡茂安表
示，感谢雅加达JIExpo业
主和西加旅雅各社团对本
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和赞
助。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让乡亲们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
解。2月10日将举办的春
节团拜联欢晚会，预计将
邀请近万名乡亲参与，共
襄盛举。
蔡茂安续称，这次
春节团拜联欢以“共度
春节、巩固印尼建国四
大支柱，即班查西拉五
原则、1945年宪法、
印尼共和国统一和殊途
同归”为主题。希望能
够得到全体西加乡亲的
积极响应，大家团结一

致，互助合作，将本次
盛会共同办好！
陈坤财补充说，印华
西加里曼丹同乡会的成立
主要目的，是为了结合西
加旅雅各乡亲会，希望在
这个大家庭里，大家能够
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和
睦共处，并遵守组织赋予
的使命和远景，那么就能
为西加乡亲提供更好的服
务，为社会的安定和祖国
印尼的繁荣富强作出更大
的贡献。

印华西加里曼丹同乡会诸理事与筹委会理事们及各乡亲会代表在会议后合影。

陈坤财（中）发言。左为陈俊辉，右为筹委会主席蔡茂安。

印华西加里曼丹同乡会召开筹备工作会议一景。

庆祝春节筹委会诸理事合影。

印华百家姓雅京分会关注弱势群体

再度援建两座水井工程暨派发春节礼品和敬老红包
【本报周孙毅报道】
1 月6日，印华百家姓协会
雅加达特区分会(PSMTI
DKI)主席陈社栋率领了该
会诸位理事，包括：辅导
主席杨秀珍、陈伯年，副
主席刘新华、张在进、林
素琴，秘书长林国颖等理
事，前往万登省 丹 格 朗 县
J l . K a m p u n g Kebon Baru,
Desa Marga Mulia，Mauk

镇暨 Jl.Kampung Tanjung
Burung,Desa Kohod,Paku
Haji镇贫民区，为其援建
的第二期两座水井工程和
修建公共卫生间顺利竣工
举行启用仪式。
同时给予当地贫民派发
了数百份春节礼品，也向
65岁以上的老人们分发敬
老红包。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祝笛

参赞兼总领事，王晓林一
等秘书，还有印华百家姓
协会雅京特区分会名誉主
席团杨健昌、张和然、黄
裕祥、王朝盛，顾问团罗
秉光、周育成、周玉华、
谢瑞霞，监事委员陈泗云、
黄秉西，福利部杨秀珠、
吕 金红，妇女部林秀华、
谭桂笑、赖瑛瑛、王秀丽、
徐香兰，财政陈章潭，文娱

部郑怡禄、蔡镇伟，总务部
林文永等理事，以及诸位赞
助者等随团出席，并积极参
与此项公益活动。
陈社栋在受访时表示，
感谢中国大使馆祝笛参赞一
行人拨冗出席见证，也感谢
该会诸位 理 事 和 热 心 赞 助
者的捐助，致使这两座水
井工程得以顺利竣工并正式
投入使用。他说，这两座水

井 的 水质都非常干净，希
望可以帮助解决当地村民的
生活用水问题，并改善清洁
水的供应和卫生条件。
陈社栋补充说，2018年9
月8日，印华百家姓雅京特
区分会曾为万登省丹格朗
县Jl.Kampung Empang,Desa
Tanjung Pasir,Teluk Naga镇
贫民们开展第一期类似项
目，该援建意义重大，希

望今后能继续得到社会热
心人士的支持和参与，大
家互助合作，持续弘扬社
会正能量。
当地村民们对印华百家
姓雅京分会诸位大德的慷慨
解囊，深表 万 分 谢 意 ， 并
希望通过这些卫生设施的
援建，让大都能用上干净
的水，拥有更好的环境卫
生条件。

印华百家姓雅京分会一行人在清水祖师庙合影。

中国大使馆祝笛参赞和当地乡长Abdullah与杨秀珍在陈社栋、张和然、陈伯
年伉俪、张在进、刘新华、黄裕祥等见证下为水井项目主持揭牌仪式。

祝笛参赞（左六）在刘新华、罗秉光、黄裕祥、张在进、陈社栋、陈泗云、
杨秀珍、黄秉西伉俪、杨健昌陪同下分发敬老红包给老人。

张和然、杨健昌、杨秀珍主持启用仪式。

左起：王晓林秘书、祝笛参赞、杨秀珍、张在进、罗秉光将
春节礼品移交给贫民。

左起：刘新华、杨秀珠、林国颖、张在进、王晓林秘书、祝笛
参赞、陈社栋、林秀华、林素琴、郑怡禄在水井前留影。

杨秀珍在陈社栋、祝笛参赞、康四庙负责人
Mah Kham Sie陪同下分发红包给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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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与印尼PT. INDORAMA SYNTHETICS TBK

签订价值4000万美元信贷协议
2019年1月2日，中国
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
与印尼合成纤维公司PT.
Indorama Synthetics Tbk
签署了价值4000万美元
的信贷协议。这是中国银
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支持印尼当地企
业、助力印尼经济发展的
重要体现。
本次签署仪式是在Indorama总部进行，一同出
席仪式的有中国银行（香
港）雅加达分行张朝阳行

长和印尼Indorama董事长
V.S Baldwa先生。印尼
Indorama Synthetics Tbk
由印尼最富有的人之一
Sri Prakash 先生及其家
庭控股。这是该公司第一
次与中国银行（香港）雅
加达分行合作。
“我们很荣幸签署
这个协议”，中国银行
（香港）雅加达分行行
长张朝阳先生在周四
（01/02/2019）的书面
声明中表示。

双方代表在新贷协议书签字之情景。

据他介绍，该信贷计划
主要用于Indorama公司业务
活动，主要支持该公司进
出口业务。他还强调，通
过这笔贷款，中国银行致
力于支持印尼商业活动，
包括支持印尼出口业务，
这些业务是目前克服印尼
经常账户赤字方面急需。
中国银行希望成为支持和
服务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一个非常有用的银行。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前身中国银行巴达维亚

经理处于1938年在巴达
维亚成立，随后在泗水
和棉兰开设了两家分支机
构。2003年4月15日，中
国银行雅加达分行重新开
业，目前在雅加达，泗水
和棉兰等开设9家分支机
构，2017年并入中国银
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经
过历届管理层和员工的努
力，分行网点初具规模，
风险管控能力有显著提
高，中国银行品牌形象在
当地银行、华人、华侨和

张朝阳行长（右）和印尼Indorama董事长
VS Baldwa互相握手致意。

中资企业中获得较好的声
誉和评价。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
（香港）雅加达分行遵照
当地监管要求，积极发挥
与中银香港一体化协同效
应，为印度尼西亚国有企
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一对一
的银行服务，如贷款、外
币兑换等业务，全力支持
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和印尼
整体经济规划以及社会发
展，为促进中印尼经贸合
作以及印尼与中国之间的

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市
场逐步发挥重要作用，中
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
行还承担着人民币国际化
的主渠道职责，提供人民
币清算交易服务，跨境人
民币清算业务连续三年保
持市场份额第一，是第一
家在印尼使用人民币开发
产品和业务创新的银行，
也是中国“走出去”的企
业在印尼投资和发展业务
的银行服务主要提供者。

双方代表一同合影。

驻印尼台北经贸处澄清醒吾科技大学

无违法剥削与无违法实习之情事
【本报讯】2019年1月
4日，驻印尼台北经贸处
举行新闻发布会，向雅加
达媒体澄清醒吾科技大学
无违法剥削与违法实习之
情事。
驻印尼台北经贸处代
表陈忠表示，有关醒吾科
技大学“资讯管理系国际
产学合作专班”印尼学生
疑似违法实习及遭受剥削
之事，除校方于2018年12
月27日(四)召开二场记者
会，就媒体不实报道提出
驳斥与说明，经贸处也于
12月28日上午立即再度前
往学校查核并访视学生。

学生于校外打工工时、薪
资、校外实习课程安排皆
符合劳基法规定与学校之
课程规划，目前查无违法
剥削与违法实习之情事。
2018年12月28日，醒吾
科技大学召集5班产学合
作专班印尼籍学生调查转
学意愿，经查全数学生联
署签名表达愿意继续于醒
吾科技大学就读，无转学
意愿。
技职司谢淑贞率同仁
与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
处3位理事1月3日再赴醒
吾科技大学，了解学生
实际就读与打工情形，

有无被不合理对待，与
会的149名学生共同意
见：“他们在台湾没有
被强迫工作，而且绝对
没有被强迫吃猪肉，这
个错误的新闻内容对在
台湾读书的印尼学生造
成很不好的影响，我们
在台湾认真读书，不是
外劳，让印尼的家人很
担心。媒体应该向我们
（学生）道歉，报道之前
应该问我们，而不是没有
证据乱报导。学生觉得这
个专班很好，很担心这个
专班不继续办下去，那他
们的弟弟妹妹就没办法

来台湾读书”。
醒吾科技大学定位
此专班为招收有心读书
但经济状况欠佳之外
籍生，基于经济弱势，
学校给予学杂费减免优
惠，并依学生经济需
要，协助媒合企业提供
自愿打工机会。学校积
极保障学生权益，除要
求合作企业遵守法令规
定外，亦持续与合作厂
商协调沟通，辅导学生
所学学业、生活等问
题，共同关怀支持这批
国际学生。
印尼邦加省省长亦曾亲

驻印尼台北经贸处 陈忠代表（中）在发布会上发言。左起：
江泽民、李世屏、陈詠韶、翁奇鸿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赴该校探视学生，对醒吾 意，并指定醒吾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照顾学生非常满 为唯一合作学校。

勿里洞岛市民迎接新勿里洞县长和副县长
【本报讯】1月3日，
勿里洞市民在多功能厅
迎接勿里洞县长 H Sahani Saleh 和副县长李达
进（Isyak Meirobie ）仪
式，印尼大同党（PBI）
主席吴能彬博士，印尼百
家姓协会理事
Tenggono
Tjuandra , TARUMANEGARA大学 Eddy Supriyatna和 Prof.Dr.Agustin’s
Purna Irawan 教授等贵宾

参加迎接仪式。
12月31日，Sahani
Saleh和李达进正式宣誓
为勿里洞县长和副县长
（2018 - 2023年），邦
加勿里洞省省长
Erzaldi
Rosman Djohan 代表内政
部长举行就职典礼和宣誓
就职。
邦加勿里洞省省长 Erzaldi Rosman Djohan 在就
职典礼上致辞，祝贺Sa-

hani Saleh和 Isyak Meirobie为勿里洞县长和副县
长，并希望他们能执行任
务，勿里洞目前面临着非
同寻常的挑战，未来的挑
战将会更加艰难，因为未
来将进入数字时代，这是
一个非凡的挑战，特别是
在为社区提供服务方面。
因此，鉴于技术发展，我
要求人力资源继续得到改
善, 我希望 Sahani Saleh

李达进副县长 (中）和印尼大同党主席吴能彬博士（右一）与 Eddy Supriyatna（左一）、
印尼百家姓 Tenggono Tjuandra（左二），Eddy Supriyatna，UNTAR 大学 Prof. Dr. Agustin’s
Purna Irawan 教授 （右二）合影。

勿里洞县长和全体理事合照。

先生 和 Isyak Meirobie 先
生能够以信任的方式完成
这项艰巨的任务。能够加
强与勿里洞官员的合作和
组建一个超级团队 。这样
他们就能为社会提供最大
的服务。
李达进出生于勿里洞丹

绒市 1978年 5月31日 ，
客家人，父亲李京和，母
亲刘美娘，中学在丹绒市
áRegina Pacis中学，大学在
Tarumanagara 读室内设计系,
2000年开始活跃于政治，先
在大同党 （ PBI )学习，后
来在印尼奋斗党PIB 服务，

最后跟国民民主党（Nasdem）参选地方议员，2014
年当上勿里洞地方议员副议
长，2018年5月份因要参加
勿里洞县长选举而退掉勿里
洞副议长职位，2018年12月
当上勿里洞副县长。
（雨林 勿里洞供稿）

布兰妮因父亲疾病决定暂休

周星驰筹备三年

《新喜剧之王》发首款预告
周星驰筹备三年的电
影《新喜剧之王》，1
月1日发送新年贺图之
后，2日又发布了全新
海报和首款预告。海
报上，一个个卡通角
色憨态可掬；预告
中，一个个小人物
轮番登场，每个人
都在笑泪交加中展现
著“一个演员的自我
修养”。
2019年1月1日零时零
分，《新喜剧之王》官方
微博发布了一张特别的新
年贺图：一个熟悉的背影
拎着“兵器谱排名第一”
的折凳，站在《新喜剧之
王》的海报前，与海报
上的“卡通公主”摆出
同样的姿势，下面是一
句 手写的贺词：“2019
，努力，奋斗！”落款
者正是周星驰。
正当影迷纷纷转发这
张新年贺图，为将在大
年初一上映的这部电影
满怀期待时，1月2日上
午，电影官方微博又发

周星驰

布了一张喜感十足的手绘
卡通九宫格海报。海报
上，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角
色瞪大眼睛，张大嘴巴，
似乎都在提出同一个问
题：“你猜，谁将成为新
喜剧之王？”
同一天，新片的首款
预告也曝光。预告开篇也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谁将成为下一个喜剧之
王？”接着，众多小人物
轮番登场，通过各种夸张
搞笑的尴尬表演，纷纷“
竞聘”这个“有前途的职

巡演倒数第二站献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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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周星驰新片《新喜剧之王》发布海报。
业”。人物的一句句台词
既令人捧腹，又催人泪
下：“跑龙套也可以自
食其力 。”“临时演员
都是演员。”“你要相信
你是最好的，不是第二第
三，你就是第一！”
新片预告中的每一位

小人物，似乎都像20年
前周星驰在《喜剧之王》
中饰演的尹天仇一样，尽
管被漠视、被看扁、被打
压，但依然坚持不懈地在
追梦的路上奔跑。影迷纷
纷表示，“预告的都是小
人物，这很周星驰 ！”

发文向粉丝深表歉意
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Britney Spears)在1月4日对
外宣布她的父亲最近正在遭
受一场危机生命的疾病，所
以她决定将无限期的休息，
以此来照顾生病的父亲。
布兰妮在声明中讲
道 ：“ 我 现在 正 在把 我 的
精力都用在照顾我家人
身 上， 我 们有 一 种非 常 特
殊 的关 系 。我 想 和我 的 家
人 在一 起 ，就 像 在我 遇 到
困 难的 时 候他 们 都在 我 身
边 一样 。 我很 感 谢这 段 时
间 所有 歌 迷对 我 的爱 和 支
持 ，我 对 这个 决 定可 能 给
大家带来的不便表示歉
意 ，我 也 期待 着 有一 天 能
够 重新 返 回舞 台 为大 家 继
续带来精彩的表演。”
两个月前，布兰妮的父
亲 在拉 斯 维加 斯 的一 家 医
院 内接 受 了结 肠 破裂 的 手
术 ，并 且 在之 后 在那 里 接
受了28天的医疗护理，目
前 他父 亲 正在 家 修养 ， 有
望 完全 康 复。 在 之后 的 一

布兰妮斯皮尔斯
篇 文章 中 ，布 兰 妮也 再 次
表 明了 她 做这 一 决定 的 决
心 ，她 写 道： “ 这对 我 说
太 难了 ， 我其 实 一直 很 期
待 着给 大 家表 演 新节 目 ，
我也很期待着在今年见
到 你们 所 有人 ， 但是 我 必
须 要把 我 的家 庭 放在 第 一
位 ，这 是 我现 在 必须 做 出
的 决定 ， 尽管 这 个决 定 会
让我觉得很心碎”。

蔡依林初登《红白》

32组海内外明星齐聚

苗侨伟曾输刘德华无缘做歌手

张学友服装华丽升级 黄宗泽笑推其做新人

张学友
港星张学友于新的一年
开春，1月的头一个周末
4、5、6日于高雄巨蛋开
唱 。距离 上次来高雄巨蛋
是7年前，4日晚上是“A
CLASSIC TOUR学友·经
典 ”巡演 倒数第二站高雄
限定3场的第一场，也是
首 度在该 场地举行四面台
演出。
张学友一开场以金色
礼 帽搭配 西装现身，紧接
着 全白色 西装帅气登场，
整场10套服装全新打造、
崭 新呈现 。为方便观众交
通，3场经典开演时间不
同，每一场3小时40多首
串 联著过 去现在与未来，
多 变的舞 台设计，视觉上
让人目不暇给。
当晚演唱《今晚要尽
情 》时， 张学友对着全场
满 座的观 众们说，“你好
吗 ？来跟 我摇一下！”现
年已57岁的张学友，从开
场 一路演 唱，且环绕四面
舞台又唱又跳，将近1小
时 才停下 来和观众聊天，
不 仅体力 惊人，且不失表

演品质。
在演唱《她来听我的演
唱会》之前，张 学友 对 全
场的观众表示， “高 雄 的
朋友们大家好吗 ！高 雄 是
回到家乡香港前 的最 后 一
站，是巡回的第216场，
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数
字，也是我从来 没想 像 过
的。”
张学友也开心表示：“
一个演唱会的成 功不 只 于
台上的表演，而 是全 场 的
气氛，台上表演 我尽 力 ，
台下就交给你们 ，希 望 在
非常热烈的气氛 中完 成 第
216场。”他更表示自己
1986年就到台湾发展，很
多朋友还没出生 或刚 刚 出
生没多久。
他谦虚地说，“今天第
一次来看我演唱 会也 好 ，
有来总比没来好 ，希 望 大
家可以多多来看 我， 希 望
下次可以再来做 演唱 会 给
大家看，前提是 我要 把 演
唱会做好，让你 们觉 得 看
张学友的演唱会 真的 是 该
来的。”

无线新剧《守护神之保 说 那 句 ‘ 我 好 喜 欢 唱 歌 ，
险调查》5日在尖沙咀海 可惜我不会唱歌’，实在
旁进行宣传活动，黄宗泽 好 精 彩 ， 也 成 为 我 的 座 右
负责炮制波萝油、徐子珊 铭，不过三哥(苗侨伟)其
与刘心悠冲红豆冰给苗侨 实 可 以 试 一 试 ， 最 多 我 与
伟试吃试喝。谈到网友纷 苗 侨 伟 合 唱 ！ ” 苗 侨 伟 笑
纷戏言要捧黄宗泽成为下 答 ： “ 歌 个 个 都 会 唱 ， 我
个“我最喜爱的男歌手” 都 O K 的 ， 很 有 感 情 ！ ”
，黄宗泽笑着推给苗侨伟 但 网 友 指 乐 坛 欠 黄 宗 泽 一
说：“我现在介绍乐坛新 个 交 代 ？ 黄 宗 泽 笑 说 ： “
人苗侨伟”，苗侨伟笑指 我 现 在 介 绍 乐 坛 新 人 苗 侨
原来他以前和刘德华是同 伟 ， 之 后 才 再 给 我 一 个 交
一个经理人，但对方却挑 代 ， 我 不 能 大 逆 不 道 ！ ”
苗侨伟即想加入乐坛战团
了刘德华进乐坛。
黄 宗 泽 新 一 年 愿 望 是 并笑说：“以前我和刘德
脚伤能尽快痊愈，希望早 华 是 同 一 个 经 理 人 ， 但 选
日拆石膏和脱下五颗镶在 了 刘 德 华 入 乐 坛 ， 如 果 当
脚上的钢钉，不用像之前 年 是 我 ， 成 个 乐 坛 就 变
负伤开工拍《飞虎之雷霆 了 ！ ” 苗 侨 伟 表 示 当 年 拍
极战》，要他拍扮跑戏， 《 老 公 万 岁 》 一 剧 时 曾 与
成了他人生演戏以来最困 谢 天 华 合 唱 过 主 题 曲 ： “
难的一次。问其戏份有否 我 差 几 票 ， 就 差 点 拿 了 个
男歌手奖！”
给删除转了给苗侨伟身
上？黄宗泽笑称：“剧
情是有点改动，是剧
本去迁就，苗侨伟本
身已经好多戏，没
理由要个飞虎指
挥官下场拿枪去
打！”
提 到 古 天
乐之前在叱咤
乐坛颁奖礼上
获“我最喜爱
的男歌手”，
事后网友纷纷
戏称乐坛仍欠
黄宗泽一个交
代，捧他成为
下个“我最喜
爱的男歌手”，
黄宗泽闻言笑
说 ： “ 古 天 乐 黄宗泽(左)笑着推介苗侨伟做乐坛新人。

《2019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于5日在台北小巨蛋登
场，蔡依林(中)气势开场。
台湾最大型除夕特别
节目《2019超级巨星红
白艺能大赏》于5日在台
北小巨蛋登场，先由蔡
依林(Jolin)气势开场，
带来舞群、唱跳着新
歌，虽然她有点小感冒
但精彩程度依旧不减，
随着音乐步入延伸舞
台，举手投足都是全场
焦点。
蔡依林今年首度受
邀至台视《红白艺能大
赏》表演，主持人黄子
佼一身红白相间的造
型与打扮，一出场便开
了蔡依林玩笑，“不公
平喔！穿一身红，所以
我特地拿了白色纸巾给
你擦鼻涕”，让蔡依林
害羞地笑说：“我现在
还可以！鼻涕还没流下
来。”
今年适逢《红白艺
能大赏》十周年，蔡依
林也笑说“我也是在等
这10年”，由于2019年
刚好是她出道届满20周
年，对此，她也谦虚表
示要大家“当作是2年就
好！”
趁著主持人介绍红
队队长王少伟与玛丽及
白队队长张立东和花花

与其队员出场，所有艺
人、表演团体在台上合
体向观众拜年的空档，
一旁的蔡依林也忍不住
好奇探头在现场张望，
心情相当好的她还将双
手放在头上，对台下歌
迷放送大爱心，称赞《
红白》气氛十分欢乐。
依照惯例两队用滚红
白大球的方式决定出场顺
序，由白队的童星组合“
左左右右”先攻，她们还
如愿和偶像蔡依林在台上
抱抱。左左右右PK红队
的顽童MJ116，黄子佼笑
称：“这个画面真得很
奇特，一边是‘顽童’
，一边是‘儿童’。”
而左左右右还顶着可爱
的娃娃音祝福大家“‘
猪’事大吉”、“猪年
旺旺来”。
而当晚《红白艺能
大赏》共邀请了包括罗
志祥(小猪)、Ella(陈嘉
桦)、“玖壹壹”、日本
二人组“飞鸟凉”、韩
国新生代人气女星金世
正等海内外32组艺人、
表演团体，轮番上台表
演，更多内容将于2月4
日黄历除夕当晚，在台
视播出。

新剧变身学霸 安心亚谈对象向往贴心暖男
周日偶像剧《你有念
大学吗?》于3日在台北举
行首映会，主要演员安心
亚、禾浩辰(布鲁斯)、邵
翔、吴品洁、邱宇辰(毛
弟)、米凯莉、刘馨如、
米娜、胡佩莲、龙天翔、
梅贤治、茵芙、乔雅琳、
地球、江泳琦、梁妍甄等
人连袂出席造势。
这次安心亚摆脱“傻白
甜”形象，在戏中饰演了
聪明用功的“学霸”，但

因遭逢家中变故不得不放
弃上大学机会，一段伤心
反问命运的桥段，令人纠
心，戏外也有类似遭遇的
安心亚感同身受：“很可
伶！希望大家会喜欢。”
饰演“玩霸”的禾浩
辰，回想学生时代年少轻
狂，为追在异地心仪的对
象，一边跑相距43公里的台
南和高雄、一边拍影片送给
女孩，结果不幸落空：“我
跑没多久就好后悔，过了30

公里就坐上好友机车，休息
一下再跑。”
安心亚则觉得男生的
暖心举动和用心追求都能
打动她，但也感叹过往谈
恋爱时，大都是她主动地
付出，像是跑腿买早餐等
差事，以及得自己花心思
浪漫过节等等。剧中类似
大仁哥的邵翔则透露私下
和女友小蛮是两人在一
起，“不论做什么都会陪
她”，让安心亚深觉这种

男友超体贴又窝心。
首映会上，剧情笑中
带泪，首次合作的安心
亚、禾浩辰在学校与职场
都是针锋相对，但禾浩辰
的招牌动作“挑眉”让对
戏的安心亚大笑不已，笑
称：“他不仅是‘挑眉’
，一看他五官就觉得很可
爱、好有喜感。”
禾浩辰很满意同时要演
出“玩霸”和“严肃的公
司副总”反差度极大的角

安心亚与禾浩辰。
色，但他在意的是和身高
172的安心亚搭档，他自
曝在鞋里垫高一公分，希

望看起来能更搭。而该剧
于1月6日起每周日晚间10
点在台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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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鼓吹“定期对台军售” 挑衅中国将得不偿失
岁末年初，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大事频
频。2018年12月29日，中美首脑进行了通
话，双方互致新年问候，寄语新的一年中
美两国关系能够健康前行。2019年1月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
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这一天，
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日。
不过，这期间也出
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在
2018年的最后一天，美
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此
前在12月6日已在参议
院通过的所谓“亚洲再
保证倡议法”，鼓吹“
定期对台军售”，鼓励
美国高官访问台湾。据
美媒报道，这份旨在强
化美国与印太地区战略
盟友间安全与经济合作
的法案，甚至还将台湾
纳入成为美国所谓“印

太战略”中的一环。美
方此举令台湾岛内某些
独派势力欢欣鼓舞，也
令一些统派力量感到忧
虑，担心在当前两岸关
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美国再打“台湾牌”只
会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最终伤及台湾自身利
益。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
利益，关系到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

关系中最核心和最敏感
的问题。然而中美建交
以来的40年间，美国历
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
采取模糊政策，秉持两
面性手法，使台湾问题
长期成为中美关系中的
最不确定因素。而美国
与台湾之间的军事联系
又是极容易挑动中美关
系敏感神经的矛盾爆发
点。
美国以其国内的《
与台湾关系法》作为“
法律依据”，在中美建
交后从未中断过对台武
器军售。尽管美国声
称，对台军售主要为防
御性武器，目的在于维
持两岸之间的“军事力
量平衡”，但军购金额
和武器数量都蔚为可
观，目前台湾是仅次于
沙特和印度的美国军

火全球第三大买家。且
美国卖给台湾的大部分
武器价格昂贵，不少都
是退役或即将退役的军
备，台湾在对美军购中
多次充当“冤大头”的
角色。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对华战略进行了调
整。美国的朝野各界也
普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
争对手，对中国发起
全面制约的动作，在贸
易、朝鲜半岛、南海、
台海等问题上不断挑起
各种事端，制造紧张局
势。美国政府也深知台
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
益，但也将之作为挑衅
中国的重点，频频打出
所谓“台湾牌”。
美国打所谓“台湾
牌”的主要目的在于通
过挑动两岸关系来对中

国造成压力，试图以此
牵制中国和平发展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步伐，以谋求其自身的
利益。特朗普胜选还未
上任时，曾试图通过
接听蔡英文的祝贺电
话来试探中方在台湾问
题上的底线，遭到中方
严正交涉。经过此事，
特朗普认识到，在台湾
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不
容妥协的，更不会以此
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此
后美国政府小动作依然
不断，尤其是在一些场
合和论述上有意地向台
湾当局释放一些错误信
号，在两岸问题上通过
制造事端，以达到对华
打所谓“台湾牌”的目
的。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
核心利益。中美关系若

“还房贷到80岁”未尝不是好消息
有过购房按揭贷款经
历的人都知道，银行对贷
款年限有严格的规定，不
是你想贷多少年就能贷多
少年。比如一些临近退休
的中老年人，可贷年限
就很短。不过，杭州某银
行近日悄悄调整了房贷政
策，规定房屋按揭贷款最
长可贷到80周岁，一举
打破了贷款人最高年龄纪
录。（1月3日《钱江晚
报》）
有需求就有供给，
而供给反过来又会拉动

需求。杭州某银行的大
胆创新，也许正是瞄准
了买房人的痛点，精准
施策，倘若市场反响较
好，甚至不排除更多银
行跟进效仿。
听到这一消息，人
们最直观的感受，恐怕
就是“房奴的门槛降低
了”！的确，此前几乎
所有的银行，都将房贷
的还款截止年龄设定为
60周岁，即“60岁以
后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
有”。事实上，影响的

不仅是60岁以上的老
人，很多接近60岁以上
的人，买房时都得掂量
一下——到60岁只有短
短几年，每月的还贷压
力自己能承受吗？
杭州这家银行，正是
瞅准了高龄买房人不敢
贷、没法贷的这个痛点，
推出了更加人性化的举
措，毕竟很多老年人的经
济能力并不比年轻人差。
当然，各家银行之前之所
以这么保守，原因也很简
单，因为老年人患病和故

去的可能更大，一旦出现
意外，便可能发生断供，
进而影响到银行的利益。
而杭州这家银行，事实上
使用了“接力贷”的方式
来规避这种风险——老人
无法还贷时，子女还要接
力还贷。这样一来，银行
的风险就大大化解。
用两代人的积蓄来买
房，看起来有些刺眼，
但在现实中却并非不是
合理需求。首先，在
大城市打拼，很多人收
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

于房价的涨幅，不少人
在四五十岁才能攒够首
付，如果将还贷年龄限
制在60岁，事实上很
多人买房的希望会彻底
破灭，即使咬牙坚持，
生活质量也因还贷压
力巨大而大打折扣；其
次，年龄放宽后，很多
机会又摆在了绝望者的
眼前，譬如，杭州很多
楼盘都需要摇号购买，
有的夫妻拉上父母一起
碰运气，但父母即使摇
到号，也因年龄太大而

努力奔跑的复兴号 新时代的追梦人
“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习近平主席在2019
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
话，为无数追梦人更添
奔跑豪情。饱含激情和
信心的话语，激起亿万
人民的共鸣——
“不忘来时路，继续
向远方。”
“奔跑是追梦人的气
质。”
“前路还很长，让我
们跑起来。”
相信在这样的共鸣声
中，无数人满怀信心向

着明天出发。
新年伊始，复兴号将
首次在世界上实现时速
350公里自动驾驶，1
月5日0时起，17辆超
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
号将首次亮相京沪高
铁。努力奔跑的复兴
号，频传新年捷报，正
以崭新的姿态奔驰在祖
国广袤的大地上。从高
铁立硬币不倒的技术奇
迹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
再到多款复兴号新型动
车组首次公开亮相，复

兴号奔跑着一路向前，
铁路工作者的脚步永不
停歇。
铁路建设者辛勤忙碌
的线路建设，铁路科研
人员日以夜继的技术研
发，新车运行前铁路有
条不紊的精心部署……
千万种忙碌，同一种姿
态，奋斗的铁路人干劲
饱满，奔跑的复兴号充
满能量。复兴号凝聚着
千千万万铁路人的复兴
梦，以梦为马、逐梦前
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复兴号正以崭新的姿态
奋勇担当交通强国、铁
路先行的主力军，昂扬
斗志，向前奔跑。
使命呼唤担当，榜
样引领时代。从与复
兴号一起奔跑的高铁司
机到动车医生，从列
车长队伍待旅客如亲
人、初心不变，到南京
站“158”雷锋服务站
长达半个世纪始终如
一，让百万乘客如心沐
阳光般温暖，这一系列
新时代铁路榜样，坚守
使命，胸怀责任，薪火

相传。铁路总公司以树
立示范典型作为重要途
径，用榜样的力量温暖
人、鼓舞人、启迪人，
将榜样的力量融入到铁
路改革发展的伟大事
业、融入到复兴号的方
方面面，激励铁路人撸
起袖子加油干，凝心聚
力谱华章，意气风发向
未来。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言，“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
力跑”，面对过去的成

文/熊兴
要持续健康发展，妥善
处理好台湾问题是其中
最重要的环节。在两岸
问题上，美国不应该以
扩大军购等任何加强军
事联系的方式向台湾当
局发出错误信号，台湾
当局更不应主动沦为美
国的“棋子”。中国人
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是不
可动摇的，正如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1月2日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40周
年大会上所说，“国家
强大、民族复兴、两岸
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阻挡的！”
（熊兴
华中师范大
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
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博士后。来
源：中国网）

文/宋鹏伟
无法购买。随着年龄放
宽，这一难题将迎刃而
解；面对这一变化，有
的人还看到其他机会：
将父母的户口落到杭
州，这样父母就可以买
到首套房，从而享受更
多的优惠政策。
愿打愿挨，市场行为无
可指摘。只是面对从未大
幅下跌的房价，还必须要考
虑可能的风险，毕竟是两代
人、80岁，一旦价格拐点来
临，杀伤力也是巨大的。
（来源：红网）

文/陶小杭
绩，铁路可以自豪，但
不应骄傲自满，更不能
自大自负。铁路改革正
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键
时刻，是一个愈进愈
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
则退、非进不可的重要
时刻，尤须咬紧牙关，
继续奔跑，不懈追梦，
勇往直前。
生命不息，激情不
止。让我们与复兴号一
起奋力奔跑，做新时代
的追梦人！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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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之韵
雨，淅淅沥沥地下
着，朦朦胧胧地笼罩着
大地，雨滴落在树叶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美妙极
了。我睁开惺忪的眼眸，
往窗外望去，我种的花儿
早已被洗得油亮油亮，“
叮咚叮咚”清脆如银铃般
的声音传来，我俯身一
瞧，原来是一只小铜碗，
里面只装了少些水，一滴
滴雨水从屋檐滑落，似一
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晶落到
碗里，随即碗里溅落出一
串水花，发出了一串好听
的水声。
“沙啦沙啦”，既而，
我又听见了这种声音，轻
飘飘的，虽没有先前的清
晰有力，却给我带来的是
朦朦胧胧的美妙，我在猜
想，这一定是落在吊兰上
的声音，我睁开双眸，果
然，那隐约的声音正是从
这传来的，急而短促，是
那样的欢快！我想吊兰此

观

刻，也舒展着长叶，尽情
任雨水为她浇淋，她愈发
得亮、绿，在沙沙声中，
我仿佛听到了她在向水致
谢。
我拿出一个方便袋，
放在雨水飘落之下，“通
通”，我不禁扑哧笑出声
来，这水落在袋子上的声
音，是如此的深沉，好似
大提琴的声音，绵绵的，
仿佛这声音是斩不断的，
我完全自失起来，沉浸在

风的名称

水的交响乐中。
不知是谁把天空浓浓
地涂上了墨，在橘红色的
灯光下，我清楚地看到雨
愈下愈小，那水的声音也
随之愈来愈小，我有些舍
不得，于是拿出好几个碗
接雨水，“滴答滴答”真
美妙。雨停了，我把碗拿
回家里，拿出一支笔，敲
了起来，“叮咚叮咚”
这声音将欢笑送得很远很
远。

菊

金秋十月，天气逐渐变冷。百花
凋零;唯有菊花不怕风寒朵朵绽放。
给美丽的从公园增添了勃勃生机。
今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跟着老师
来到人民公园观赏一年一度的菊花
展览。
走进大门，一幅状锦的画面映入
我们的眼帘。一对威风凛凛的长龙
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长龙的两
边鲜花烂漫，景色宜人，我们好像
至身于花的海洋之中。
我们跟着人群走过小道，登上台
阶。哇!一幅幅花的世界展现在我的
眼前，一葱葱，一簇簇，一圈圈鲜
艳夺目的野菊花团团围绕着行态各
异的动物造型------这些动物都
来自十二生肖的动物中。这些造型
别致，既美观又大方，这些都用野
菊花编织而成，充分体现出了园丁
阿姨的技艺高超。别致的动物造型
吸引来了许多游客来观赏。
有绘画班的小朋友来画画、有艺
术家、有照相师、采景的也有游客
们留念拍照的;他们有的画菊花、有
的在吟诗、有的在照相。而我们也
示弱，遇到美丽的景色就把它记下
来，嘴里还不停的赞叹着。
菊花型态各异、色彩艳丽、红
如火、白如雪、黄如金、紫如霞。
它样子各种各样，大的有碗那么

大，小的只有乒乓球那么小。真是
千姿百态，我看的眼花缭乱，目不
瑕接。看看这一朵很美，摸摸那一
朵也很美，给人一种依依不舍的感
觉。看着朵朵开放的菊花，不禁让
我敬佩它，喜欢它。为什么呢?哦!
常听人们吟诵：秋菊能傲霜，风霜
重重恶，木桂能耐寒，风霜耐我何?
我想这就是人们爱菊的道理!

捕虫记
我家乡的人习惯把蟑
螂叫做油虫。我外婆家
的厨房里有几只油虫
每天晚上出来活动，
弄得锅台上很脏，真
让人讨厌。
小姨决定要捕捉这些
油虫。我妈妈向小姨推
荐了一款诱捕蟑螂的神
器——蟑螂诱捕器。因
为油虫喜欢小葱的气
味，第一天，

小姨
就 切 好 了
一 些 小
葱，放进了诱捕器，盖上盖子，晚
上睡觉前把它放在油虫经常出没的
地方，等着这些小虫来自投罗网。
第二天早上，小姨起床后就迫
不及待地来到厨房查看，发现果
然有一只小个儿的油虫上当了。

小姨很兴奋。但是她没有立即杀
死这只油虫，因为打开盖子油虫
会快速逃跑，小姨赶不上它的速
度。
她决定等我妈妈中午回来捕杀。
结果，到了上午，小姨再次去查看
的时候，油虫不在里面打转转，它
竟然成功地从一个有些缝隙的小门
里逃脱了!小姨很生自己的气，她决
定用透明胶封住这个小门，跟这些
狡猾的油虫再来较量一次。
第二天晚上，小姨将一些又香又
甜的饼干碎屑作为诱饵，希望油
虫快快上钩。结果有一只
大大的油虫抵挡不住美
食的诱惑，又钻了进
去。
这回小姨没有给它逃
生的机会，她按照我妈妈教她的办
法，毫不犹豫地将盒子整个儿放进
了水中，这只大油虫被淹死了。后
来小姨又用上面的方法，捉住了一
只大油虫。从此，外婆家的厨房再
也没有油虫出来捣乱了。

成语故事
了如指掌
【拼音】：liǎo rú
zhǐ zhǎng
【解释】：了：明
白；指掌：指着手掌。
形容对事物了解得非
常清楚，象把东西放在
手掌里给人家看一样
【出
处】：《
宋史·道学传序》：“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
若指掌。”
【近义词】：一
目了然、一清二楚、洞
若观火
【反义词】：疑
团莫释
【 典 故 】 或 问
禘之说。子曰：‘不

第16版

学苑 PENDIDIKAN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7日，星期一

知也；知其说者之于
天下也，其如示诸斯
乎！’指其掌。
《
论语·八佾》何晏集
解引包咸曰：“孔子
谓或人言知禘礼之说
者，于天下之事，如
指示掌中之物，言其
易了。”

一年四季都有风。
人们把春天的风叫“和
风”；把夏天的风叫“
热风”；把秋天的风
叫“金风”；把冬天的
风叫叫“寒风”。春
天，和风轻轻吹过，吹
醒了万物，草儿绿了，
花儿开了。夏天，天气
闷热，树叶一动也不
动，知了一声也不叫，
大滴大滴的汗珠从人们
脸上滚下来。人们多需
要风啊！可是，吹来的
是热风。秋天，金风送
来了凉爽，也吹来了金
色的世界，稻子熟了，

果实挂满枝头。冬天，
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
摇摆，人们戴着帽子，

围着头巾，在大街上赶
路。
四季的风多么自
然，美妙啊！

天池探秘
七月十八日，我和周
蓉姐姐一起去了天山天
池，我们几经周折，做
了客车、电瓶车，终于来
到了天山脚下。我们沿着
栈道，走了上去。一路上
阳光明媚、绿树成荫、数
十种不知名的野花齐齐绽
放，紫的、黄的、蓝的、
红的、橙的······
一阵微风吹过，那些花儿
左右摇摆，像是在跟你招
手。看得人眼花缭乱，心
花怒放。
终于来到了天池，虽
然不是烈日炎炎那种很热
很热，但还是让人感觉到
一股清凉迎面袭来，顿时
感觉周围降了几度，再加
上周围绿树环绕，一大汪
池水水平如镜，即使刮起
风来，也还是不起波澜。
那些池水看上去平平无
奇，但其实大有文章，走
到池旁，低头俯视，只见
那池水从岸边的白色渐变
为蓝色，越来越深，让人

感觉仿若是一个无底洞，
任凭你如何，也探不找
它的底。再环视周围，一
座座群山拔地而起，像老
人、像巨象、像骆驼。奇
峰罗列、形态万千。我们
看见前面有一条路，便伴
着池水，迎着微风向前走
去。
我边走边拍照，拿手
抚摸着那坚硬的石壁，我
能感受到那坚硬背后的痛
苦。我们经过了一个很有
意思的桥，上面刻着一路
顺风，下面刻着王母保平

安，才记起这是王母娘娘
的浴池，便都笑了起来。
我们一路走去，我抬头一
看，望见一座雪山，那就
是天山，那山顶的雪终年
不化，白皑皑的，如果不
是那一丝蓝色，那山顶上
的白皑皑的雪就和天上的
白云融为一体了，只可惜
看得见摸不着。
我们后来回了酒店，
可还是对天山念念不忘，
所以我建议以后大家去新
疆，一定要去天山天池，
那是真心的美啊！

窗口
窗口，极平常的窗口，一个崭新的
世 界 。 都是 通 连 在 一 起 的 。 窗 口 ， 有 颇
多 的 作 用， 还 有 一 个 作 用 是 — — 观 看 世
界 。 “ 窗口 外 ， 是 一 个 五 彩 缤 纷 ， 丰 富
多彩的世界，也隐藏着巨大的悲痛。
我们应该是感谢窗口还是大骂窗口?
我 觉 得 应该 感 谢 ， 否 则 我 们 就 看 不 到 多
彩的世界!。窗口，是一本书，尚有难
以抹去的历史和记忆。

跳 水

新疆区克拉玛依 第十
一小六年一班 马慧洁 40
秒 钟— 大 家已 经 觉得 时 间
太长了。等孩子一浮上
来，水手们就立刻抓住
了 他， 把 他救 上 了甲 板 。
孩子吓晕了，身上湿
露露的，温暖的阳
光照在孩子身上，
他渐渐醒了。“船
长，孩子醒了!”船
长飞快地向躺在甲板
上的孩子走来，关心
地问：“伤了没
有?”孩子摇摇
头，似乎难以相
信自己还没死。
船长又问：“

害怕了吧。”儿子点点
头 ，快 哭 出来 了 ，因 为 他
感 觉到 爸 爸对 他 的关 心 。
水 手对 船 长说 ： “都 是 因
为 您让 孩 子跳 水 ，才 救 了
孩 子， 那 时， 我 们已 经 吓
呆 了， 不 知如 何 是好 ， 船
长 ，您 真 太了 不 起了 。 ”
儿子对船长说：“是呀!
要 不是 爸 爸让 我 跳水 ， 我
可 能都 没 命了 ， 我下 次 再
不 这样 做 了。 ” 船长 笑 了
笑 说： “ 你们 以 后遇 到 危
急 情况 ， 不要 慌 张， 要 沉
着 、冷 静 地想 办 法， 尽 量
地 解决 问 题， 千 万不 能 冲
动 ，不 然 会把 事 弄杂 的 ，
听明白了吗?”

捅蜂窝
暑假里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淘气鬼
在水塘里打够了“仗”，便钻到树林里休
息，歇着歇着，大家便吹起牛来了。燕敬
超说他不怕老鼠；赵刚说他是蛇的师傅；
李勇说他敢和山羊大架；我也信口吹了起
来：“黄蜂是我的手下败将，他们从来不
敢哲我，骗你是小狗。
李勇一听此话站起来说：“我家桃树
上有只大蜂窝，你敢不敢把它捅下来？”
燕敬超和赵刚不容分说，架起我就上李勇
家跑。到了李勇家，站在远处一看，吓了
我一跳：妈呀！那可桃树上“结”了一
只“向日葵”了！怎么办？大话以说出，
现在要是说个“不字”，我燕敬亚的大名
就会被“小狗”俩个字给代替了。想到
这，我接过赵刚递来的棍子，不管三七
二十一，对准那“向日葵”就试一下。“
嗡-----”受惊的黄蜂炸了群，到处
飞。我赶紧扔掉木棍向草堆连滚带爬。

那些黄蜂复仇来了，它们在我的头上、脸
上、胳膊上乱刺，连鼻尖也不放过。疼得
我是又喊又叫，眼泪直掉。可他们个家伙
却躲在草堆里“吃吃”地笑，唉，看来这
说大话真是要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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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品 FEATURES

Polestar 2将成为首款采用原生Android Auto系统的电动车
沃尔沃的未来性能品牌Polestar本周发布了第
二款电动汽车Polestar
2的第一张预告图，并
展示了一些基础规格，值得关注的是，沃尔沃
希望它能够希望成为第一款运行Google原生版
Android Auto的车型 - 这是该技术集团在过去
几年中所做的工作。
我们第一次听到原生
Android汽车的想法是在2014
年，据路透社报道，当谷歌
也想开发一个版本的车载
操作系统，并不需要使用智
能手机就能够独立操作。后
来，谷歌在其2017年I/O开
发者大会上宣布与沃尔沃和

奥迪合作实现这一目标。
在接下来的2018年的I/O
中，谷歌在沃尔沃XC40上
展示了这个版本。虽然它
看上去很像沃尔沃自己的
Sensus信息娱乐系统，方向
盘上安排了一个专用的谷歌
助手按钮，可以用来播放音

乐，规划路线，甚至改变车
厢温度。
在后特斯拉世界中，汽
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采用以
大而明亮的触控屏为中心的
信息娱乐系统。但是厂商繁
多，各家系统不尽相同，使
用习惯和功能差异也极大，
例如，丰田和雷克萨斯现在
拥有基于Linux构建的信息娱
乐系统。松下开发了一款基
于Android的产品。 LG甚至试
图将WebOS纳入其中。随着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的出现，一些最大的汽车制
造商已转向技术行业寻求帮
助，以改善驾驶舱的核心体

国外开发者列出各品牌安卓手机杀后台程序排名：

诺基亚最狠

手机的RAM运行内存容量已经来到
了6GB普及期，而高端8GB甚至发烧的
10GB/12GB也开始映入眼帘。毋庸置

疑，RAM越大，理论上对多任务就越友
好。可一旦后台驻留程序过多，对功耗
控制也造成压力。这种情况下，最简单
粗暴的方式就是“杀后台”，可缺点就
是打开程序时要二次加载，或者紧要的
推送信息无法第一时间收到。
AP P 开发者 们当 然希望自 己的 程序尽
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后台，可厂商们的白
名单机制又是那么苛刻。
应用Twilight、Sleep As Android的作
者Urbandroid团队上线了Don’t Kill My
App网站，就目前安卓各OEM品牌杀后台
的残忍程度排了名。
这份榜单中，诺基亚被选为杀后台最
猛的手机品牌，其次是一加，小米、华
为、魅族分列3~5名。6~8名则是索尼、
三星和HTC，而原生安卓对后台最为友
好，排名最后。
作者称，诺基亚手机升级安卓9.0
后，会在息屏30分钟后杀掉所有后台程
序，残暴之极。

2019年天文奇观序幕将由1月21日罕见的超级血狼月揭开
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2019年无疑会
有许多精彩的天文现象出现，2019年将
会有五个日食，出现三次超级月亮，一
个蓝月亮，多个流星雨，木星合月景观
等，罕见的水星凌日（Transit of Mercury）。而在2019年1月21日即将出现
的超级血狼月无疑是2019年最
值得关注的天文现象，
超级血狼月比日全景
的壮观景象要罕见的
多，月亮将部分覆盖
太阳长达一分43秒。
然而，需要使用特殊
日食保护眼镜才可以
进行观看。记住，在
没有这种保护的情况
下 看 太 阳当然是非常
危险的。
要看日食，你还需
要在日本，韩国或西伯
利亚，中国东北，蒙古或阿
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的正确部
分。
1月21日：超级血狼月蚀（Super
Blood Wolf Moon Eclipse）
这是三年来天宇中再一次出现超级
血狼月，在美国，将能够经历一次月

全食。
根据NASA的说法，本次超级血狼月
将成为天空中最耀眼的天文奇观之一，
因为月球将位于距离地球最近的地方，
使得月亮看起来略大一些，并且更加明
亮，这一天文事件通常被称为“超级
月亮”。
但超级月亮并非最受瞩
目的唯一因素。月全食
通常被称为“血月”
，所谓血月是指月
全食时，会有一些
太阳光绕过地球边
缘，经地球大气层
过滤后，紫、蓝、
绿、黄光都被吸收
掉了，因而在月球上
投射出一种奇异的红
光。
此外，因为月食只能
在满月时发生。按照历史
记载，每年1月第一次满月的时
候，狼群会因饥饿而嚎叫，此时的满
月就被称为“狼月”。
美国东部时间1月21日凌晨12点12
分左右，北美和南美地区，以及欧洲
和非洲西部地区的人们可以欣赏到这
个天文奇观。

谷歌发布五段Pixel Slate快速上手教程视频
尽管早在数月之前Pixel
Slate平板
就已经发布，但直到近期才正式发
售。今天谷歌官方发布了“How-To”
系列视频，专门针对购买该平板的新
用户提供较为全面的教程。Pixel Slate
采用12.3 英寸 @ 3000×2000 分辨
率的“Molecular Display”显示屏、亮
度可达 400 nits，并且提供了键盘/触
控板、可调节屏幕支架、以及新款手

写笔的解决方案。
在硬件方面谷歌为Pixel
Slate提供
了丰富的配置选项：用户可以选择英
特尔的Celeron处理器，或者英特尔第
八代Core m3、i5和i7处理器；在内存
上用户可以挑选4GB、8GB和16GB三
种规格；在内置存储上可以在32GB至
256GB之间挑选。Pixel
Slate的起售
价为599美元（Celeron/4GB/32GB）
，顶配版本售价为1599美元（Core
i7/16GB/256GB）。
在Pixel Slate上，Chrome OS同时
提供了桌面模式和平板模式。在连接
Pixel
Slate键盘之后自动激活桌面模
式，鼠标光标自动出现。而在平板模
式下整体的操作体验非常接近于Android手机。
Chrome
OS的运行方式取决于用
户当前所处的模式，尤其在涉及多任
务处理的时候。在桌面模式下，用户
可以自由调整窗口大小，并且进行窗
口重叠，使用体验接近于macOS或者
Windows 10系统。而在平板模式下，
用户可以使用分屏模式，可以自由调
节每款APP在屏幕的使用比例。此外在
平板模式下还有新的手势可以自动创
建分屏视图。

验。
性能方面，除了屏
幕，Polestar 2将提供300英里
左右的续航里程，它的电动
马达将产生大约400马力。
Polestar表示，其第二辆
电动车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投
产，大约在“特斯拉型号3
的价格区间”出售 - 这意
味着它的售价预计是35000到
50000美元区间。
Polestar表示会尽快分享有
关其第二辆车的更多信息。
Polestar的第一辆汽车，价值
150000美元的混合动力跑车
Polestar 1，将在几个月内投
入生产。

谷歌Fuchsia OS代码曝光

证实支持Android运行时
有关谷歌正在酝酿
的 Fuchsia OS 即将加
入 Chrome OS，提供
对 Android 应用程序运
行支持的猜想，已经持
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今
天，Android
开源项目
（AOSP）的一段代码更
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 表明 Fuchsia OS
将借助 Android 运行时
（Runtime），实现对
Android Apps 的兼容运
行。
上个月，外媒 9to5Google
曝光了两个与
Fuchsia 相关的新存储库
（repositories），它们
被添加到了 AOSP 的清
单中。
首先是 platform /
prebuilts / fuchsia_sdk，
其中包含了 Fuchsia SDK
的预构建副本，便于打
造 Fuchsia 应用程序。
其次是
device
/
google / fuchsia，它似
乎介绍了通过模拟器，
在设备上运行
Fuchsia

的方法。
在
提
交
至
Gerrit（Android 源代码
管理器）的一项新变化
中，Google 在旁边注释
了 device / google /
fuchsia 资源库的用途（
附带了一份 README 文
本）。
简而言之，Fuchsia 将
使用特别设计的 Android
运行时版本（ART）来运
行 Android 应用程序。
这个版本的 ART，可
以通过一个 .far 文件，
安装在任何运行 Fuchsia
OS
的设备上（相当于
Android 平台的 APK 安

装包）。
至于 Fuchsia 如何使
用 Android 运行时、能
否如预期那样好用、或
使用 Fuchsia 虚拟机系
统（在 Linux 虚拟机内
运行 ART），目前仍有
待进一步研究。
鉴于 Android 仍是
当前最受欢迎的移动操
作系统，其丰富的资源
有助于 Fuchsia 站稳脚
跟。至于未来的发展，
让我们静观其变。
当然，如果谷歌决定
在今年某个时刻正式发
布 Fuchsia，我们也是不
会感到惊讶的。

小米开年第一件大事宣布

红米成全新独立品牌
如日前预告，今天上
午10点，小米公司准时
宣布了“开年第一件大
事”——全新独立品牌，
红米Redmi发布会，1月
10日，开门红。从海报
来看，小米将于1月10日
14:00在北京举办全新
独立品牌红米Redmi发布
会。另外，海报中还出现
了4800的字样，不出意
外，林斌此前微博曝光的
4800万手机要来了。
此前，红米一直定位
小米旗下入门平民品牌，
多年来曾诞生多款“国民
级”手机，并成为小米手
机销量的主要贡献者。而
如今，伴随着产品升级，
小米此次将红米品牌独
立，想必也是为了拔高品
牌定位，以承载更多中

端，乃至旗舰机产品。
去年12月5日，林斌首次
在微博上曝光了首款4800

万镜头手机，并称：“试
用了几周，不错！1月发
布。”当时，就有不少米
粉猜测，该机很可能会隶
属红米系列，如今坐实。
前不久，一款型号为
M1901F9T的小米新机通过
工信部入网许可，工信部
证件照显示，该机采用后
置竖排双摄，支持背部指
纹识别。从细节来看，其
摄像头、闪光灯布局与此
前林斌晒照的新机基本一
致，很有可能是同一款。
入网信息显示，该
新机采用了5.84英寸显
示屏，机身三围尺寸为
147.76×71. 89×7.8mm，
电池容量为2900mAh，运
行基于Android深度定制的
MIUI 10系统。其它规格暂
时不详。

现代2019年CES展将推“诡异”概念车

既能驾驶又能行走和攀爬
当你认为你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概念
车了，现代（Hyundai）却要推出一款
非常诡异的概念车。据外媒报道，现代
汽车公司将在2019年于美国拉斯维加斯
（CES）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上推出一款概念车，该车将在1月7日的

现代汽车新闻发布会上首次亮相。
该款车名为现代Elevate概念车，据现
代所说，它不仅仅是一辆汽车，因为该
车除了可以驾驶之外，还可以行走和攀
爬。
从现代发布的照片来看，该款Elevate
概念车通过为车辆的“腿”增加一系列
的动作来实现行走和攀爬，车辆的“
腿”就在车轮上。在照片中，该车被放
置在崎岖的岩石地上，非常清晰。而
且，取决于不同人对该车动作的看法，
该车要么看起来很棒，要么看起来超级
令人毛骨悚然（非常像波士顿动力公司
的机器人）。
很显然，该车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概念车，因此现代很可能不会在CES展
上推出该车的全尺寸原型车。但是，
这是汽车制造商想出的一种赋予车辆
更多能力的有趣想法。在下周的CES展
上，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看现代的该款
Elevate概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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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野鸭湖冰雪马拉松在京鸣枪开跑

2022名选手参赛

足总杯-19岁新秀梅开二度

阿森纳3-0客胜晋级

【中新网北京】1月6日，第四届浩天信和杯
野鸭湖冰雪马拉松1月5日在北京延庆野鸭
湖国家湿地公园鸣枪开跑，来自中国、新西
兰、法国、日本、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等
国的2022名中外选手冒着严寒参赛。
本届赛事在北京延庆
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举
行，选手除了围绕湖边的
跑道赛跑，还需要穿越已
经结冰的湖面，是名副其
实的“冰雪马拉松”。
极具挑战的赛道和
隆冬严寒并没有阻挡马
拉松爱好者们的跑步

热情，来自中国、新西
兰、法国、日本、英
国、俄罗斯、加拿大等
国的2022名中外选手报
名参赛，用一场极具特
色的赛事开启自己2019
年的奔跑之旅。
本届赛事由北京野鸭
湖国家湿地公园、马孔

选手在比赛中
多公司联合主办，由北
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

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
中心支持。

第17届亚洲杯揭幕

阿联酋点球1：1扳平巴林
【中新社阿布扎比】1
月6日，以“Bring
Asia
together”(让亚洲在一起)
为口号的第17届亚洲杯5

日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
比扎耶德体育城体育场打
响。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
的亚洲足坛规模最大、水

1月5日晚，第17届亚洲杯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扎耶德
体育城体育场开幕。本届亚洲杯揭幕战由A组东道主阿联
酋对阵巴林，巴林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在比赛最后时刻
被东道主逼平，双方握手言和。图为巴林球员进球后聚
在一起庆祝。

平最高的赛事。
本届比赛是继1996年
后，阿联酋再度承办亚洲
杯赛，同时也是亚洲杯首
次扩军至24支球队。在经
过36场小组赛后，6个小
组的前两名球队和成绩最
好的4支小组第三球队将
晋级16强。
另外，本届赛事将会从
四分之一决赛起使用视频
助 理 裁 判 技 术 ( V AR ) ， 这
也是这项技术首次应用于
亚洲杯赛场上。当地时间
5日晚7时30分许，第17届
亚洲杯开幕式表演开始。
一名阿联酋小男孩在
猎鹰模型的指引下来到场
地中央，随后三名阿联酋
歌手献唱本届杯赛主题
曲，印有24支球队国旗的
猎鹰造型在球场飞过。最
终本届比赛巨型奖杯模型

在球场中心亮相，开幕式
达到高潮。此前16届亚洲
杯中共诞生过8支冠军球
队，日本队在八次征战中
四次登顶，是夺冠次数最
多的球队；伊朗和沙特阿
拉伯均三次折桂，韩国曾
在1956年和1960年两次夺
冠。
中国队在亚洲杯上的
最好战绩是两次夺得亚
军，上届亚洲杯国足杀入
八强。本届亚洲杯中国被
分至C组，将先后迎战吉
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和韩
国。
根据目前排名，国足大
概率将以小组第二出线，
这样就将在八分之一决赛
中对阵A组第二。国足首
场小组赛与吉尔吉斯斯坦
的对决将于7日在艾因打
响。

维尔洛克进球
【 新 浪 体 育 】 1 月 6 人，恩凯蒂亚、维尔洛克、
日，2018/19赛季足总杯第 拉 姆 塞 、 埃 尔 内 尼 和 利 希
3轮一场焦点战在布隆菲尔 施 泰 纳 轮 换 出 场 。 詹 金 森
德路球场展开争夺，阿森 临时入替受伤的科斯切尔
纳客场3比0完胜布莱克浦， 尼 首 发 ， 洛 维 递 补 进 入 替
维 尔 洛 克 梅 开 二 度 ， 伊 沃 补席。阿森纳(4-1-4-1)
比锦上添花。阿森纳近9次 ：1-切赫；12-利希施泰
对阵布莱克浦取得7胜2平， 纳，25-詹金森，5-帕帕斯
布 莱 克 浦 上 次 取 胜 阿 森 纳 塔索普洛斯，31-科拉希纳
还是1970年足总杯。双方 茨(83’,47-梅德利)；4-埃
足总杯4次交锋，阿森纳唯 尔内尼；15-奈尔斯，8-拉
一的胜利还是1999年，其 姆塞，59-维尔洛克，17-伊
余3场1平2负。双方历史交 沃比(86’,87-萨卡)；49锋84场，阿森纳45胜24平15 恩凯蒂亚(64’,9-拉卡泽
负占据上风。埃梅里轮换5 特)。

巴萨卖保利尼奥的真实转会费

恒大花了4200万欧元
【新浪体育】1月6日，
据多家西班牙媒体的消
息，保利尼奥的转会费曝
光，当时巴萨以4200万欧
元的转会费卖给了广州恒
大，这也是巴萨官方注册
的数据。
保利尼奥的转会费此前
官方从未公布过，不过很
多媒体得到的消息是，转
会费为5000万欧元，事实
上远没有那么高。当时巴
萨花费4000万欧元签下保
利尼奥，效力仅仅一年，
又以高价出售，堪称巴萨
转会市场的代表之作。
不过保利尼奥加盟巴萨

恒大买保利尼奥的转会费
4200万欧元
之后，完美融入，多次成
为关键先生，帮助巴萨赢
得了联赛冠军。主帅巴尔
韦德不想失去保利尼奥，
但是俱乐部高层倾向于出
售他换取资金。

小说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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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求过婚，因为不管她会不会
答应，只要她有一点点喜欢我，她
就会是我的！也因为这样吧，即使婚
后过得幸福，我待她好，可隐约感
觉得到她是有点遗憾或不安的。因
为我……从来没向她告白，从来没跟

她说过我爱你，可我们却结婚
了。”
“那么……你爱她吗？”
“……第一眼……我就知道眼前
那位当着我的面打盹儿的女人是
我要的……窝囊吧？一见钟情的
女人不但没有理我，还很不给面
子的大方和周公暗通款曲。”
“一见钟情？楚馨恬不知道？”
“不过这样的呈现也只有三分钟
左右。再晚一些，看板上其他的
字会跑出来，‘我爱你’三个字
也会在六点十五左右熄掉。本来
顾忌的只有这些事，但后来才知
道，馨香花坊经营不善，已经易
主，本来在今天要拆了，是我请
尤秘书去交涉才延期。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想离婚？”
“因为害怕自己想独占住她，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事来。这一、两年我忍够
了！你知道我的性子，一旦我痛苦，
我会让那些造成我痛苦的事物消失、

CERITA BERSAMBUNG

造成我痛苦的人付出代价！”
“我爱馨恬，不会对付她，但我会
对付她的公司、她的老师、她的朋
友……我一定会做出许多伤害她的
事，而这些事后来她一定会知道，到
时候……”
“离婚是阻止这种憾事发生的方法，
一方面她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
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我便会约束
自己的行为，不会对付那些人。”
“如果……如果有一天，楚馨恬后悔
了呢？”邱雪蔷忍不住问。
盛颖熙笑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我要她看清楚，她是离不开我的……
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不离婚了，
但我会让她知道我爱她，很爱很
爱……”
原来，他连离婚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
她，他怕有一天楚馨恬会因为他的所
做所为而恨他！
天，面对这样的男人，她还要再等下
去吗？

无数的经历之后，慢慢
懂得。
花开必有花落。
月圆也会有月缺。
云聚必有云散。
日出也会有日落。

个口口声声说要
生娃儿的男人，
却整整十天没再
踏进新房一步，不只如
此，他好像刻意避开她似
的，每天早出晚归，管事
刀叔说这阵子刚好是巡视
全国五十九家药行的忙碌
时刻，因此赫连庄主才会
常常不在庄内。
话是这样说，可莫寻不
信，没有人会故意把成亲
这样的大事安排在生意最
繁忙的时候，何况是一个
为了生娃儿而娶妻的男
人？该是巴不得天天播种
好等待果实的，不是吗？
所以，铁定有鬼。
至于是什么鬼……她很难
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样
不是挺好吗？对她绝对是
件好事，可，她却莫名的
闷闷不乐……
她的心情从害怕慌乱紧张
到等待再等待，然后变成
一点风吹草动就神经质的
以为他下一刻便会推开房
门走进来，再变成失落再
失落，感觉像是自己做错

一

了什么似的，所
以他才不想再碰
她……
可打从那一夜之
后，他命人送上
的药膳却日日未
间断过，说是补
气养身，一定要
晴儿看着她喝下
才成。
晴儿都说他疼
她，只有她知
道，他为的是他
未来的娃儿，不
是她，铁定是要
她把身子养好了
才能替他生个好
娃儿。
莫寻摇摇头，阻止
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
真是够了，她现在应该专
心想的是，如果哪一天这
个男人不要她时，她得拿
什么来过活？
如果她顺利怀了孩子生下
娃儿，她便能拥有一栋可
以做酒楼的大楼房外加黄
金一万两，这样应该可以
开间酒楼维生没问题，那
如果她怀不上娃儿呢？
如果这男人的精虫数不
足，无法让身体一向很好
的她顺利受孕呢？当她
踏出赫连山庄大门的那一
刻，她不就得准备饿死
吗？
不行，她可是聪明坚强又
独立的二十一世纪新女
性，哪有没男人养就饿死
的道理？
可，也因为她来自二十一
世纪，琴棋书画可没一样
会的，就算拿到钱开酒
楼，恐怕生意也不会好，
除非她开的酒楼跟古代的
这些酒楼不一样，是独一
无二的……

一面说着，一面将手指放在黄
河附近，如今河南、河北省的
所在地。
同时心中在想，语言总比文字走在前
面，在河南殷墟发掘出来的文字，已
经可以组成一篇完善的文章，而年代
又可以上溯三千多年，那么，就算这
些地图的制成年代，在一万年之前，
总也可以有系统的语言了。
在我将手指放上去的那一刹间，我和比

我

突然间，灵光一闪，莫寻
的目光顿时闪亮亮，本来
无精打采的身子也精神了
一些。
天啊，光想到她如果在古
代开一间这样的店会引起
多大的骚动和注目，她的
心就更加蠢蠢欲动了。
二十一世纪有很多的怨妇
怨女，但，古代的怨妇怨
女不是更多吗？
在这种女人不太能出声，
三妻四妾的古代社会里，
怨妇怨女简直可以一把抓
了……所以，理所当然生
意会更好吧？
不是说独们生意最好赚
吗？等她找到店面，再一
边装潢一边找员工，快马
加工全部弄好最快也要几
个月的时间吧？
这样，不但可以打发时
间，也可以在她被自己老
公给休掉前找到安身立命
之处……
莫寻一边想一边拿着毛笔
在纸上画画写写，越想越
兴奋。
她在美国攻读的是酒店经
营管理，白天念书，晚上
就到美国最热门的牛郎店
去打工，因为有学长在那
儿上班，所以把她带进去
当柜台，工资高又轻松，
只要记好帐收好钱就成，
因为上门来的都是贵妇，
压根儿不必担心有人来骚
扰她，倒是那些牛郎公关
们偶尔会逗逗她搂搂她，
虽然也算烟花之地，倒是
不会出什么太大的乱子。
没想到，好不容易毕了
业，还没找到正式的工
作，就掉进海里莫名其妙
穿越到这里来，真所谓人
算不如天算。

(15)

拉尔都极其紧张，声音传了出来，是一
种单音节的语言，毫无疑问是中国话。
我可以肯定那种单音节的语言，一定是
中国话，可是当一分钟之后，比拉尔焦
切地问我：“你别老是听，快说，它讲
点甚么？”之际，我却只好苦笑！
我道：“它的确是在讲些甚么，而且
我可以肯定，它是在用中国话讲，不
过我听不懂！”
比拉尔有点愤怒：“中国人听不懂中
国话？”
我立刻回敬他：“你是法国人，可是
刚才的那种法国话，你听得懂？”
比拉尔道：“那不同，你听听，这里
所讲的中国话，和现代中国话，好像
没有甚么不同！”
我道：“现代中国话有三千多种，
我可以听得懂其中的百分之八十；
黄河流域的现代中国话，可以听懂
百分之一百，可是……”我讲到这
里，陡地停了下来：“等一等，我
刚才听懂了几个字：自天而降，等一

离一枭慈祥的看着江青，缓
缓的道：“小兄弟，老夫早
已与你相同的感触，但是，
或者老夫争强好胜之心太厚，而且，
环境与情势也不容老夫有此想法，老
夫已经偌大年纪了，有时却看不开一
件牛毛小事，这也是一直在武林中闯
荡下去的原因之一。唉，江湖之上，
其实险诈百出，阴毒无伦，没有丝毫
值得留恋之处，可是，长离岛以鲜血
头颅争来的名声，属下数千名兄弟，
决不能没有领导，没有领袖，老夫只
有尽有生之年，挺到底了。”
江青若有所思的道：“前辈，设法
寻一个继承之人乃是必要的，难道
说，前辈便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么？”
长离一枭摇头苦笑道：“老夫从来没
有收过徒弟，老实说，根骨好，禀赋
佳的青年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却缺乏
一股豪气，有豪气的，又鲁莽得紧，
不足以当大事；心细如发者有，却又
没有胆识；有胆识者有，但却又欠缺
智慧。唉，太难，太难了，老夫心目
中的继承者只有一个……”
他回头望望江青，寓意深长的道：“
便是少兄弟你！”
江青正感震惊，长离一枭又接着
道：“可是，老夫亦自知甚为困难，
凭你目前的武功，业已驾凌老夫之
上，又为邪神厉老前辈义子，甚至在
昔日老夫率众进玟烟霞山庄，为求与
你会合时，已发觉小兄弟你的武功造
谙，比老夫高出多多了。唉，老夫
实在想不出，舍你之外，还能找到那
一个比得上你一半的年青人，俊杰易
寻，豪士难求啊！”
于是，江青默然无语，他在以前，多
少也看出长离一枭的心意，但是，自
己恩仇缠绵，事情繁多，况且，义父
邪神年已过百，正须自己服侍，又怎
能为了其他的事务而远走他方？更何
况领袖长离岛亦并不是。”
忽然……
绝斧客陆海沉稳的道：“来了，来得
可真不算快。”
江青与长离一枭迅速移目望去，闹市

长

等……我……它又说邪恶，一定是邪
恶那两个字……”
比拉尔不再出声，我用心倾听着，大约
六分钟左右，声音停止，我再用手指按
在刚才碰过的地方，声音又响了起来。
在接连六七次之后，我已经可以肯
定，那一番讲话，需时大约六分钟，
每一次讲完之后，只要用手指碰上
去，它就会重覆一遍。
这块金属……或者说，这只内部有着我
们所不能了解的复杂装置的箱子……一
定由一种有着高度文明的生物留下来，
这种生物，企图通过这只箱子中的装
置，发出语言，以求和地球人沟通，或
者，至少它想向有机会到这山洞的人，
说明一些事项。而它想说明的事项，又
一定和那些怪眼有关。
可是，留下这箱子的生物，却不知道
在地球上，近几千年来，语言方面已
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而地球上人类的文明进展，实在缓慢
得可怜，将声音保留，只不过是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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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沓的脚步声快步的在医院通廊移
动。不过十几公尺的距离，怎会这么
漫长？
“颖熙……颖熙还好吗？”盛母一脸
焦虑的问着邱雪蔷。
“目前只知道一些擦伤和外伤，做了
一些检查，没看出什么问题。其他的
部分……他没清醒，还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盛母急得快哭了，
忍不住又恨恨的瞪了丈夫一眼。当初
就说要把儿子带回国内治疗照顾的，
可丈夫坚持，也许离开那个环境，反
而不会触景伤情，对于儿子的病有
助益。现在可好了，他们才来美国看
他，一下飞机雪蔷就打电话来说，他
又出事了！
“颖熙……他早上又要去接楚馨恬，
下楼时脚底踩空，就……就从二楼摔
了下来。”
“进去看看他吧。”盛景涛为了儿
子，最近也着实老了许多。

(77)
上的行人已彷佛看见一群猛兽似的纷
纷闪躲至街道两傍，个个面露惊悸之
色，于是……
约有二十余名精壮大漠，如狼似虎的
向醉仙楼门口行来，为首之人，赫然
正是那太虚剑士胡坤！
长离一枭微微颔首，绝斧客陆海已大
马金刀的往路中一站，左手轻捻胡
辫，冷眼望着来人。
胡坤一见绝斧客，立即止步，右手一
挥，身后十多名大汉纷纷闪开，手中
亮晃晃的兵器，映得与雪地一色！
那面颊犹肿得老高的九节银鞭魏一
峰，手中早已握紧了一条粗若铜钱的
亮银钢鞭，紧紧地站在胡坤身傍，咬
牙切齿，一付痛恨入骨之状。
此刻，又是一声大喝，自街道的两傍
及另一条胡同中，同时涌出来近百名
彪形大汉，个个手持武器，宛似凶神
恶煞一般，为首的，正是那叶字兄弟
及毒口子蔡望民。
绝斧客陆海呵呵一笑，道：“就凭你
们这些酒囊饭袋么？真是现丑卖乖，
快给老夫滚回去，免得白白赔上一条
狗命，去叫你们的主人来，老夫是
说，假如你们主人还有两下的话。”
那毒口子蔡望民闻言一摸嘴里尚在摇
动的两颗大牙，不由愤火上升，目露
凶光，大叫道：“叶老大，咱们先收
舍这个老王八再说，剩下的让口老前
辈祭剑！”
那叶家兄弟乃叶家集的市井无赖首
领，平日打着祖上的丰厚家产，在叶
家集广结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又与太
虚剑士胡坤攀上交情，称兄道弟，平
时也学了个三招两式，在叶家集的下
三流中，称得上是摆龙头的人物，是
而兄弟两人平时目中无人惯了，适才
吃了那个大亏，又怎能咽得下这口鸟
气？自然，除了那群天剑鲍能心里有
数之外，他就只告诉了师弟太虚剑士
胡坤一人，也就是说，只有他们两个
才晓得对头是谁，其他各人，至今尚
蒙在鼓中呢！
叶家老大叶金湖这时也红了眼，不管
三七二十一，大吼一声，叫道：“兄
弟们上，先把这老小子搁下！”
那边严阵以待的太虚剑士胡坤见
状之下，不由大吃一惊，口中才在
急叫：“叶大哥，使不得，使不
得……”
然而一百多个大漠已经如同猛虎扑羊
似的一涌而上，刀棒齐举，朝着绝斧
客陆海全身劈戳而下，恨不得一下子
便将对方砸成肉酱。
长离一枭只要一眼，已可以看出这群
大汉全是下三流出身的角色，他冷森
森的露齿一笑，毫无考虑的道：“陆
旗主，杀！”
绝斧客陆海早就在等待这句话了，他
向长离一枭躬身为礼，道：“本旗主
奉谕。”
(429)
百年来的事！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
前的任何声音，早已在地球上消失，
永远难以寻获，所以，地球人对于古
代的一切声音，一无所知！
我一遍又一遍听着，渐渐地，我发现
语言的结构，十分简洁，那是中国的
古文，极古的“尚书”中的句子，结
构就与之相类。
然而，就算有一部“尚书”在我面
前，叫我照着去念，我也未必念得通
顺，何况只是听，我所能听懂的是多
少，真是有苦自己知。
我听得如此用心，在听了至少三十遍
之后，我向比拉尔作手势，向他要纸
笔，比拉尔立时将纸、笔递了过来。
我每听到我可以理解的事，就记下
来，或者，有怀疑的，就注上发音。
我又听了将近三十遍，那时，天色早
已黑了下来。
由于我是如此之全神贯注，比拉尔也
不来打扰我，只是在天黑之后，点上
了火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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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和民主党又谈崩了

美国政府逼近史上最长停摆
当地时间4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和国会民主党领
导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
谈，但双方毫不让步，未
能就重开政府机构达成协
议。为了得到资金在南部
边境修建隔离墙，特朗普
撂下狠话，不但威胁称联
邦政府将部分关闭“数月
甚至数年”，还表示考虑
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
翌日，特朗普“钦定”
的“白宫代表团”--副总
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
、国土安全部长克丝珍尼
尔森（Kirstjen Nielsen）及
其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
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与民主党谈判代表
再度磋商。
尽管特朗普此前曾对
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表示乐
观，但事与愿违，5日的
谈判又“崩了”，于是美
国政府部分停摆进入第三
周。
历史上，美国政府最
长停摆时间为21天，发
生在克林顿执政期间。

《华尔街日报》援引白
宫内部官员的话称，达成
协议可能至少需要一个星
期。这意味着，当下的美
国政府正向史上最长停摆
逼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5日报道，白
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
尔瓦尼（Mick Mulvaney）
当天表示，在特朗普政府
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会面
后，重开政府的谈判进展
仍然停滞不前。
马尔瓦尼对CNN记者
称，双方在会议上“没有
取得多大进展”，并补充
表示，他认为民主党人“
实际上是来拖延的。”
“我本以为，我们来
这里是为了讨论能够达
成一致的条款、应该在
哪些地方花更多的时间和
更多的注意力、可以做些
什么来改善我们的边境安
全，”他说，“然而，民
主党一位主要谈判代表的
开场白是，他们不是来讨
论任何协议的。”
5日下午，特朗普也在
推特上称，当天的会议“

进展不大”。报道称，自
美国政府两周前部分关闭
以来，特朗普政府成员和
国会领导人已多次会面，
但政府在短期内重开的前
景显得黯淡，因为双方似
乎都不愿在边境安全和隔
离墙的资金问题上让步。
一名参与5日会议的消息
人士透露，谈判已迈出“
一小步”，但民主党人要
求特朗普政府就56亿美
元的建墙资金和边境安全
要求给出正式的理由。
报道称，特朗普政府
将在5日晚间或6日提出
这一理由，以便在6日下
午之前开展进一步谈判。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民
主党助手明确表示，他
们“需要”政府重开，然
后才会继续就边境安全问
题进行磋商。
“只要总统继续关闭政
府，就很难取得真正的进
展。”一位在会议上做简
报的民主党助手如是说。
逼近史上最长停摆
值得注意的是，就5日
会议讨论有关建墙的资金

问题，各方的说法不一。
报道援引彭斯助手的
话称，与会人员没有深入
讨论具体的美元数字，而
是讨论了边境安全的优先
事项。
然而，一名熟悉当天
会议的民主党人透露，彭
斯明确表示，白宫不会放
弃56亿美元的预算计划。
马尔瓦尼也重申，特
朗普对修建边境墙的资金
要求没有改变。
新任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5日下午
发表声明表示，众议院将
于下周开始通过个人支出
法案，重新开放政府的部
分业务，首先是通过为美
国财政部和国税局提供资
金的立法，以便及时处理
美国人的退税。
不过报道称，没有迹
象表明参议院会采取这些
措施，也没有迹象表明白
宫会支持这些措施，因为
本周早些时候，白宫曾威
胁要否决一项为除国土安
全部以外所有关闭的部门

1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媒体发
布会上讲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如果民主党
人不同意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拨款要求，他
已做好让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的准备。
提供资金的法案。
报道称，在白宫内部，官
另 据 《 华 尔 街 日 报 》 员们私下里说，协议可能
报道，由于政府部分关 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达
闭 ， 大 约 4 2 万 名 被 认 为 成，这增加了联邦开支出
必不可少的雇员在无薪工 现有史以来最长终止的可
作 ， 3 8 万 名 联 邦 雇 员 被 能性。
此前，克林顿、卡
安排无薪休假。
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 特、奥巴马执政时期，
况下，特朗普5日在推特 美 国 政 府 分 别 有 过 2 1
上称，大多数暂时休假的 天 、 1 7 天 、 1 6 天 的 停 摆
联邦雇员都是民主党人。 记录。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人员守卫在圣迭戈和墨西哥的蒂
华纳之间的圣伊西德罗边境入口。

2019年1月4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和特朗普总统会谈
后对记者讲话。

图为一名宏都拉斯移民协助一名小女孩越过墨西哥蒂华
纳与美国交界的边界墙。

动物园内的商贩们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大部分职员继续需要无薪工作。数百名
来自最少4个主要机场的职员在过去一周申领病假，对航空
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图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官员在联
邦政府部分关闭期间，协助旅客进行行李安全检查。

图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和墨西哥蒂华纳两国边
境的边界墙。

当地时间1月5
日，马修·李
发在推特分布
一张照片。照
片中的文字显
示：由于美国
政府拨款陷入
僵局，企鹅已
经休假了。

联邦政府关闭，华盛顿州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户外度假
和课程等服务也暂停。

美政府“停摆”继续 这是1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
的国会山。

